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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賜您平安！
主

禱

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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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頌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上週出席人數 Last Sunday’s Service
中文堂 Chinese
英文堂 Grace Haven
中文堂兒童 Ch. Children
英文堂兒童 GH Children
總

計 Total

上週奉獻統計 Last Sunday’s Offering

91 人
54 人
14 人
12 人
171 人

2012 度前三季(1-9 月)財務報表 (詳細資料請看佈告欄)

建館貸款金額

本教會竭誠歡迎各位新朋友來參加崇拜，和我們一起敬拜神。
教會每逢週三晚上 7:30 有禱告會，教會為提供弟兄姊妹方便，將預備晚
餐供應；6:30PM 開始，歡迎參加。
3. 靈命輔導班業已開課，主日上午 9:30 在教育館副堂上課。歡迎參加。
4. 2012 年下半年度每主日願意輪流奉獻鮮花者請到大堂前櫃台前登記。
5. 尼希米計劃 2012 秋季密集課:教會的行政管理已於昨日開課，講員:李革舜
牧師，將於今日下午 1:30PM；11/10，11/11；11/17，11/18 週末開課，請
預留時間，踴躍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6. 11/04(星期日)12:45PM-3:00PM 詩班在教育館副堂舉行季會，歡迎參加。
7. 11/04(星期日)1:00PM 在教育館 202 教室舉行成人主日學會議。
8. 下主日 (11/04)為日光節約時間的結束，請大家記得本週六(11/03)晚上把
時鐘撥慢一小時。
9. 11/06(星期二)上午 10:00 喜樂團契在教育館副堂舉行月會，歡迎參加。
10. 教會在 11/21(週三)晚上有感恩見證及聚餐晚會，歡迎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11. 教會將於 11/25(星期日)舉辦福音聚會，請弟兄姊妹將為未信親朋好友名單
交與教會及早代禱。
1.
2.

代禱與各項活動:
1.
2.
3.
4.

求主聖靈持續作工，並催動弟兄姊妹傳福音的熱忱，帶進教會長期的復興。
為卜牧師安息年休假三個月(9/03-12/03)出入平安代禱。
為靈命輔導班禱告，一對一帶領是落實靈命的上好方法。
為明年元月將開始新的主日學計劃禱告。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內容
聯絡人
9:30AM 副堂
靈命輔導班
週日
周牧師
11:00AM 教育館
兒童主日學
週日
馮傳道
7:30PM 副堂
禱 告 會
週三
周牧師
8:00PM 詩班室
詩班練詩
週四
林佩珍
10:00AM 副堂(哥林多前書)
週五查經班
週五
葉懋德
7:15PM 教育館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郭國威
8:00PM 李世宗家(約翰福音)
週五查經班(晚上)
週五
李世宗
9:00AM 教育館
中文學校
週六
黃衍佐
5:30PM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以勒團契
週六
陳淑珍
本週事奉同工
下週事奉同工
講
員 周同培牧師
周同培牧師
主
席 邢磊明弟兄
郭國威弟兄
司
琴 游怡瑩
蔣宜蕙
錄音投影 倪志明、林秀慧
倪志明、程光耀
兒童崇拜 黃曉嵐、林慧蓮、蕭安琪、郭永加 雷月英、張綺莉、馮玉芬、陳翰麟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吳曉東、張 芸、許承智、彭嘉岷 張鄭奇珠、張嘉露、李世宗、林桂賢
停 車 場 李增瀾、何惠堯
蕭敬標、何惠堯
午
餐 韓立仁、華學成、陳淑珍、Jim Burns 程光耀、何惠莉、邱肇廷、林秀慧
郭國威
羅瑞珍
獻
花 朱安定夫婦
張祖同夫婦

健康教會的剪影（腓立比書信息）（十）靈命進深的教會（下）
讀經：腓 3:1-21
引言：靈命進深的原則——放棄律法主義，為要得著基督
靈命進深的記號：靠主（在主裡）喜樂
追求靈命進深的原因：認識我主基督為至寶
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一、什麽是‘得著基督’（v.8）
1. 認識（經歷）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
和他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得以從死裡復活
2. （謙卑、積極）竭力追求，不以為自己已經完全
3. 得著基督就是基督得著我（v.12）：鎖定目標
（1） 得救蒙召就是為要得著基督
（2） 神呼召我們、就是要得著我們追求基督
二、什麽是完全人？誰是完全人？
1. ‘完全’的字義：(teleios—遙遠/終極) 傳統翻譯作
‘成熟/完全’
2. 保羅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1） 面向標竿直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態度）
（2） 得到從上面來的獎賞：在基督裡蒙召的目的
3. 保羅相信在腓立比教會中有完全成熟的人：存同樣的心
4. 有些自以為完全或成熟的人可能另有意見
（1） 保羅不欲與之爭辯——神必以此指示
（2） 到了什麽（成熟的）地步，就會照著什麽地步行
三、保羅提出十字架是達到成熟的路
1. 榜樣：保羅是一個背負十字架的人
（1） 你們當效法我
(2)並且留意觀察效法者
2. 基督的十字架
（1） 有許多人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敵
（2） 保羅痛心(流淚)的警告——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
（3） 這些人以肚腹為神（沒有神、以自己為神）
（4） 他們顛倒榮辱，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3. 天上的國民（公民）——榮耀的盼望
（1） 等候救主，從天上降臨 (2)大能：萬有歸服基督
（2） 改變我們身體形狀，卑賤成為榮耀
結論： 神的終極旨意：‘雙得’：兩面的得著
得基督，得獎賞，得榮耀（被改變）——十字架的完全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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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ine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8700-D/F Harvard Avenue, Irvine, CA 92612
(Enter via University Drive 入口)
Tel: (949)854-4005, (949)854-4006, Fax: (949)854-4001

http:// www.irvinebaptist.org Rev .Peter Chou 周同培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