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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賜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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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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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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堂兒童 Children
總

計 Total

96 人
71 人
30 人
197 人

上週奉獻統計 Last Sunday’s Offering

建館貸款金額

1. 本教會竭誠歡迎弟兄姊妹及各位新朋友和我們一起來參加崇拜。
2. “愛您一世音樂見證會”遠志明牧師證道，孫海英、呂麗萍見證、遠征獻唱
時間:2/21-22，地點:隔壁韓國教會，請弟兄姊妹把握機會廣發單張邀請
未信主的親友來聽福音， (請參閱海報及傳單)。
3. 為配合佈道會，已從 12/15/2013 開始本教會連續 10 個主日牧師將傳講福音
信息，藉以激勵弟兄姊妹傳福音的負擔，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加。
4. 冬季主日學將自 01/05/2014 開始；仍分為五組，分別由林桂賢，周同培，
施凱旋，鄧言，崔容容等弟兄姊妹帶領。組組精彩，請大家踴躍參加。
5. “初信造就-永恆的福音者”主日學，歡迎未信慕道和初信者報名參加，
在教育館 206 教室。
6. 1/25 周牧師在爾灣基督教會教導”簡明神學”，歡迎錯過本教主日學者參加。
7. 喜樂團契今天下午 1:00 在大堂練唱，請團員參加。

代禱與各項活動
1. 本教會今年具體目標，建立禱告會。
2. 求主聖靈持續作工，並催動弟兄姊妹投入教會的事奉，帶進國度復興。
3. 遠志明牧師佈道大會，禱告！邀請！佈道會邀請名單代禱在大堂櫃台上。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內容
聯絡人
9:30AM 教育館
兒童崇拜
週日
馮傳道
9:30AM 教育館
成人主日學
週日
蔡健德
1:15 PM 詩班室
音樂課程
週日
池牧師
7:30PM 副堂
禱告會
週三
周牧師
7:45PM 詩班室
詩班練詩
週四
池牧師
10:00AM 副堂(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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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PM 教育館(羅馬書)
迎新團契查經
週五(晚)
魏文如
8:00PM 暫停
週五小組經班(晚上) 週五(晚)
李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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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如淮牧師
主
席 王丕剛弟兄
管 彬弟兄
司
琴 池牧師、蔣宜蕙
游怡瑩
錄音投影 倪志明、陳淑珍
倪志明、華學成
兒童崇拜 林慧蓮、鄭天諾、江 青、何 捷、 林慧蓮、黃曉嵐、林安琪、陳瀚麟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羅瑞珍、張家聲、陳慶和、牟香伶 陳慶和、牟香伶、張家聲、陳淑珍
停 車 場 李紹曾、何惠堯
李增瀾、何惠堯
午
餐 英文堂
英文堂

Total Expenditure

*恭喜你！創世紀讀完了。啟示錄也讀完了。一頭一尾你都讀完了！你
正在讀路加福音；這回你的進度是每天 4.4 頁，合計 123 頁。是的，
你趕上了進度，還略有超出。教會速讀聖經計劃 本週(01/19-01//25.)

YTD Net

讀經進度: 詩篇： 121-127 每日一篇；路加福音 8-15，每日一章

2013 度財務報表(Jan-Dec)
Total Income

利未記 1-2、3、4、5、6、7、8
主日 福音信息：樣樣都齊備了
讀經：路 14:7-24
引言：餐福：在神國裡吃飯的有福了！
故事背景：耶穌在筵席上；已經講了兩個故事—引發此人的宏論
請客難嗎？這個故事，是叫我們得鼓勵呢？還是洩氣？
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弱勢群體—你有弱勢群體的
朋友嗎？
一、有一個人擺設大筵席：
1. 有一個人—這是講故事的技巧
（1） 可以是任何人，任何場合
（2） 人人認同—和日常生活有關
（3） 引起興趣，引人入勝：曲折變化
2. 時候到了
（1） 請來吧！樣樣都齊備了 (2)眾口同音的推辭
(3) 你一定也有類似的經驗
3. 臨時推辭的理由：
（1） 都是實情；也可能都是藉口(2)買了一塊田：投資
(3) 買了五對牛：事業（實業）(4)才娶了妻：家庭
(5) 若是你，你會生氣嗎？
二、家主動怒（思想：誰是家主）
1. 第二批客人
（1） 城裡—大街小巷：
（2） 領那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
（3） 報告：還有空座
2. 第二批客人
（1） 路上、籬笆那裡：
（2） 勉強人進來
3. （先前）第一批客人
沒有一個得嘗我的筵席：是誰拒絕了誰？
三、誰是第一批客人？
1. 是律法師、法利賽人嗎？
2. 你千萬不要作第一批客人
結論：（請客難嗎？）
1. 神在請客；我們是僕人（們）
2. 還有第二、第三批客人

3. 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

爾

灣

華

人

第

一

浸

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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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Luke Chih

池如淮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