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崇拜程序

主曆二○一四年七月二十日 上午十一時週報三十九卷 第二十九期
宣 召.......................................公禱........................................主 席

詩歌敬拜......................................................................................全體會眾
牧 禱......................................................................................牧 師
獻 詩.....................................為愛降生...................................牧 師
奉 獻..................................................................................... 全體會眾
經 文...........................徒 8:1-8,14-17,26-40............................全體會眾
信 息...................聖靈與宣教（一）傳福音的腓利.................牧 師
回應詩歌…………………..世紀頌讚 488…………....................全體會眾
三一頌讚………………………………………………………..會眾站立
祝 福……………………….阿們頌………………………...全體會眾
彼此團契………….............家務報告、愛宴…………………....主 席
願神賜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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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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Sunday’s Service

Grace Haven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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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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Sunday’s Offering

教會速讀聖經計劃本週(07/21-07/27)讀經進度:
約珥書 1-3
；
1-4

每日一章 瑪拉基書 每日一章
耶利米書 32-45 每日二章

建館貸款金額

家務報告
1.
2.
3.
4.
5.

歡迎弟兄姊妹，特別是各位新朋友和我們一起來神的家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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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暑期中文學習班(6 歲-12 歲)將 7/6-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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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成人主日學(7/20-8/31)上午 9:30-10:45 由周牧師教導舊約路得記(合班)
在教育館副堂上課，請向崔容容姊妹報名
8/30-9/1 教會宣教組將舉辦墨西哥短宣，並於 8/16(星期六)8:00AM-3:00PM
在教會有預備訓練會，歡迎參加，請向崔容容姊妹或黃郁貞姊妹報名。

代禱與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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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朋友代禱。
3. 為孟蘇倫姊妹(Susan) 代禱。
4. 陳錫芳姊妹於 7/16 清晨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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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容容
1:15 PM 詩班室(暑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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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查經班
週五(日) 10:00AM 副堂(暑假暫停)
葉懋德
7:15PM 教育館(暑假暫停)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郭國威
迎新團契查經
週五(晚) 7:30PM 教育館(約翰福音)
榮 光
南區查經班
週五(晚) 7:30PM 施凱旋家
施凱旋
北區查經班
週五(晚) 8:00PM 李世宗家(暑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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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同培牧師
主 席 黃衍佐弟兄
王丕剛弟兄
司 琴 蔣宜蕙
柯湘兒
敬拜讚美 黃郁貞
李世宗
投影製作 何惠堯
馮浩然
錄音投影 倪志明、程光耀
倪志明、華學成
兒童崇拜 林慧蓮、鄭天諾、江 青、何 捷、 黃曉嵐、李淑雲、何森洋、李德倫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羅瑞珍、倪陳娓、丁正良、方少影 丁正良、方少影、榮 光、潘文偉
停 車 場 蕭敬標、何惠堯
謝志堅、何惠堯
午 餐 英文堂
英文堂

主日信息

聖靈與宣教 （一）傳福音的腓利

讀經：徒 8: 1-8, 14-17, 26-40

前言：使徒行傳記載了使徒的作為（Acts）；更是聖靈與宣教工作的記
錄（徒 1: 8）
耶路撒冷教會的宣教並非使徒們的計劃：誰能預測逼迫造成宣教的行
動呢！
一、司提反殉道的衝擊
1. 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
2. 使徒留守，門徒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宣教的角度：同文化、
次文化）
3. 掃羅殘害教會：進了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監
4. 門徒怎樣面對逼迫？懼怕？屈服？妥協？
二、撒瑪利亞教會的建立
1. 分散的人（門徒）往各處傳道，宣講基督
2. 聖靈的工作—神蹟（釋放、醫治）；聽從（信）
3. 聖靈工作的結果：那城裡大有歡喜
4. 腓利與福音的大能：行邪術的西門信主
5. 使徒們的接納
（1） 領受神的道：正確的教導
（2） 信的人受聖靈：真理與經歷的平衡
三、腓利：福音使者的形成
（宣教的角度：福音藉著太監進入埃提阿伯）（異文化）
1. 對聖靈的敏感與順服
（1） 神的使者：起來，向南走！（曠野的路）
（2） 不料！（聖靈的時間、地點） (3)你去貼近那車走！
2. 對人沒有偏見的關切
（1） 埃提阿伯人（Ethiopian）
（2） 太監（舊約中對於太監敬拜神的相關經文）
（3） 大有權能（總管銀庫）
（4） 禮拜回來（猶太背景、聖經背景）
3. 對聖經的熟練與通達
（1） 先知以賽亞的書（53 章） (2)你明白嗎？
(3) 從聖經傳講耶穌
4. 領人歸主：段落性的帶領—受浸
結論：
1. 宣教並非使徒的專責：撒瑪利亞教會是門徒建立的
2. 福音的恩賜，是可以操練、學習的（1. 2. 3.）
3. 聖靈要藉著順服的人完成他的工作
4. 從一個人可以達成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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