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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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如淮牧師將於明年元月開始暫任本教會音樂崇拜牧師，我們為此感謝主，
1/05(2013)第一次開課，對全會眾教導有關敬拜方式的沿革，歡迎參加。
4. 12/15(週六)有聖誕節特別慶祝活動 6:00PM(Potluck)7:15PM 聚會，歡迎參加。
5. 12/16 崇拜結束後召開 2012 會員大會及新會友入會禮，凡在教會聚會滿六個
月以上，已受浸並認同浸信會信仰者，可申請加入，請在 12/15 前填表登記。
6. 教會 12/23 舉辦聖誕節聯合崇拜(10:30AM)，歡迎參加。
7. 每年 11-12 月是一年一度的感恩月，接受感恩奉獻，讓我們一同為過去一年
蒙神帶領而感謝。(支票請註明感恩奉獻)。
8. 教會通訊錄即將出版，請至大門口核對資訊。
9. 教會將佈置聖誕節裝飾，請將您的全家福照片提供應用，請放在大門口箱內。
10. 成人主日學明年元月開始分為四班，歡迎參加:
(1)基要 [教師:李世宗、林桂賢]
(2)新約 [教師:胡惠民、華學成、黃郁貞]
(3)生活 [教師:崔蓉蓉、王丕剛、黃衍佐]
(4)靈命 [教師:周同培、吳曉東]
1.
2.

代禱與各項活動:

願神賜您平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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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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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人
55 人
13 人
14 人
165 人

上週奉獻統計 Last Sunday’s Offering

建館貸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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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明年元月將開始新的主日學(成人及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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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週五查經班
週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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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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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宗弟兄
王丕剛弟兄
司
琴 游怡瑩
蔣宜蕙
錄音投影 倪志明、華學成
倪志明、程光耀
兒童崇拜 陳 亭、張佳傑、徐思虹、徐明杰、 林慧蓮、江 青、何 捷、陳永思、何森洋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林少奇、王麥力、邱肇廷、陳世勁 林少奇、王麥力、李紹曾、李佳玲
停 車 場 倪志明、何惠堯
蕭敬標、何惠堯
午
餐 羅睿、黃曉嵐、謝志堅、馬素丹、 陳曾恩、江 青、張綺莉、郭國威
倪淑貞
獻
花 張鄭奇珠
馮浩然夫婦

回顧與前瞻——感謝並倚靠神的恩典
12/09/2012
讀經：來 3:6,14；提前 3:16-18
引言：教會的發展：一些已作、一些將作的事
一、回顧：過去兩年半我們作了什麽？
1. 最早的短程目標：講臺；穩定教會
2. 尼希米計劃：打根基
3. 人的建立：靈命，真理，恩賜（事奉技能）
，團隊與領導能力
4. 資訊的收集與再使用：教會網站，IBS（IBBS）網站
5. 組織的成長：
（1）理事會的擴展與制度健全 （2）聖工團人事安排與效率提升
（3）團契的激活與成長的動力：
（4）詩班的落實領導：人才的培育
（5）宣教組的擴大與正規化：[附帶活動（朱，林）]
（6）查經班的延續：呼籲團契注重查經
（7）招待與關懷的初步建立
（8）禱告會的吸引力與同心：神的恩典
二、前瞻：今後三年半我們該作什麽？
1.大方向：全面平衡的發展 ETC：
教會平衡成長的基本三要素：傳福音、教導（主日學）、關懷
藉著 [個別（一對一）帶領]
2.推動福音：
（1）傳福音的惰性與慣性：起先推動的困難
（2）傳福音的策略：從禱告開始
（3）尋找（注意）傳福音的機會
（4）傳福音的訓練與技巧的進步（熟能生巧）
3.信徒的全人教育：主日學的教導模式——小組互動
（1）教育的基本目的：生命的提升與滿足
（2）主日學按性向分班：基要、靈命、新約、生活
（3）完整教育制度：每年的考核、改進與進階
（4）特別計劃：全教會讀經計劃（？）個別重點栽培（？）
4.關懷：彼此扶持，互相建立
（1）正式關懷看望計劃：全面性的教會關懷
（2）從來賓招待到加入團契一貫作業
（3）從福音到成長的完整方案
（4）實際解決弟兄姊妹生活及靈命問題
5.主日崇拜：
(1）邀請池牧師指導（Interim Associate Pastor）
(2）主日信息：人物，舊約
三、還有什麽應當改進的事項？
1. 膳食（迎賓）
2.家庭查經班
3.每日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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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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