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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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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人
71 人
28 人
207 人 總 計

奉獻記錄

建館貸款金額

會務報告

1. 本教會竭誠歡迎弟兄姊妹，特別是各位新朋友和我們一起來參加崇拜。
2. 每週五晚上 7:30 在教會舉行迎新團契，歡迎參加，請與榮光弟兄聯絡。
3. 2014 年夏令退修會定於 7 月 11-13 日在 California Baptist University ,Riverside
舉行，主題:主賜的平安，講員:朱義熙牧師，請自帶棉被、枕頭、床單、毛巾
盥洗用具，(請參閱海報及單張)。
4. 7/13(星期日)上午 11:00 在大堂仍然有崇拜。
5. 兒童暑期中文學習班(6 歲-12 歲)將在 7/6-8/3(每主日)下午 1:00-2:30 在教會
舉辦，由陳劉莘娟老師教導，免費上課，請與馮玉芬傳道報名、歡迎參加。
6. 8/30-9/1 教會宣教組將舉辦墨西哥短宣，歡迎參加，請向崔容容姊妹或
黃郁貞姊妹報名。
7. 2014 教會通訊錄已製作完成，謝謝陳淑珍姊妹，請向何弟兄領取。
8. 真道神學院需要 10 間學生宿舍用品(床、沙發、廚具、床單等)如有奉獻，
請與牟香伶姊妹聯繫。
禱與各項活動
1. 本教會今年具體目標，建立禱告會，上週有 16 人參加禱告。
2. 為軟弱的肢體張鄭奇珠姊妹、陳錫芳姊妹、福音朋友禱告。代禱。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9:30AM
兒童崇拜
週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週日
1:15
PM
音樂課程
週日
7:30PM
禱告會
週三
7:45PM
詩班練詩
週四
10:00AM
週五查經班
週五(日)
7:15PM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7:30PM
迎新團契查經
週五(晚)
7:30PM
南區查經班
週五(晚)
8:00PM
北區查經班
週五(晚)
5:30PM
以勒團契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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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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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讚美 陳 亭
投影製作 羅激揚
錄音投影 倪志明、程光耀
兒童崇拜 何 捷、林慧蓮、王承惠、李德倫
幼兒照顧 顧素英
招待奉獻 謝志堅、陳世勁、倪陳娓、羅瑞珍
停 車 場 何惠堯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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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內容
教育館
教育館 (暑假暫停)
詩班室(暑假暫停)
副堂
詩班室
副堂(暑假暫停)
教育館(暑假暫停)
教育館(約翰福音)
施凱旋家(暑假暫停)
李世宗家(暑假暫停)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下週事奉同工
蔡健德弟兄
關達正弟兄
韋瑜琳
倪志明

魏文如

教會速讀聖經計劃本週(07/07-07/13)讀經進度:
哥林多後書 5-11 每日一章
耶利米書 7-18 每日二章

聯絡人
馮傳道
崔容容
池牧師
周牧師
池牧師
葉懋德
郭國威
榮 光
施凱旋
李世宗
陳淑珍

主日信息
新約時代聖靈的工作（十）殉道者的能力
讀經：（啟應）徒 5: 17-33, 41-42；6: 8-15；7: 1-2a，（會眾）徒 7 章全章
前言：聖靈與作見證的能力：徒 5: 32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一、司提反殉道的背景
(一)彼得與眾使徒作見證（傳道）的立場
1. 傳揚耶穌基督的名
2. 在官府逼迫之下堅定的立場：順從神，不順從人
[參徒 4: 23-31] [見證人=殉道者]
3. 彼得的見證是根據歷史的事實
(1)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基督死而復活：堅持是同一位神
(2)復活的基督是被高舉的基督—作君王、作救主
(3)被高舉的基督賜恩給以色列人：悔改的心、赦罪的恩
4. 作見證的能力出於聖靈—賜給順從之人
(二)堅定的立場贏得傳福音的權利
1. 公會欲除之而後快
2. 迦瑪列的公正態度：出於人？出於神？
3. 公會的妥協與私刑、恐嚇
4. 放膽傳揚福音—配為這名受辱，傳耶穌是基督
二、司提反：新約時代第一位殉道者
(一)他不是使徒，他是耶路撒冷教會的執事
1. 他的人品、他的能力（選為執事）
2. 他的口才—司提反以聖靈和智慧說話
3. 對他的控訴與假見證：不住的糟踐聖所和律法
(二)司提反名垂青史的絕響
1. 我們祖宗的神—榮耀的神
(1)呼召亞伯拉罕—到約瑟與雅各（進入埃及）
(2)呼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約書亞進迦南
(3)大衛、所羅門為神建聖殿：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2. 你們常時抗拒聖靈
(1)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
(2)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逼迫先知，殺害義者
(3)受了律法，竟不遵守
3. 司提反殉道：被聖靈充滿
結論：我們的學習
1. 禱告、倚靠神，持守堅定的立場
2.作見證與殉道同樣都是聖靈的能力：雖至於死、也不愛惜（啟 12: 11）
3.殉道者的血（花）
，結出宣教與福音的果子（掃羅目擊司提反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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