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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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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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堂 Chinese
英文堂 Grace Haven
中英文堂兒童 Children

奉獻記錄
106 人
61 人
28 人

成人主日學人數

總計: 41 人

歡迎參加
總

計 Total

195 人

讀經計劃:參考讀經日引（11/16-11/22）
使徒行傳 21-28 章
羅馬書 01-13 章

1. 歡迎弟兄姊妹，各位新朋友，和我們一起來神的家中敬拜。
2. 週五團契之夜晚上 6:30 晚餐招待. 為歡迎新朋友，新設立欣欣團契. 由周
牧師及同工帶領，查考約翰福音，歡迎參加。
3.成人主日學除原有四班之外新增一組，由牧師教導弟兄姊妹如何用一節聖
經傳福音，為期六週，歡迎參加。
4. 11/25(星期三) 晚上感恩聚餐晚會取消，鼓励弟兄姊妹在假期中开放家庭, 接
待新朋友, 一同過有意义的感恩节。
5. 每年 11-12 月是感恩月，每主日有感恩見證，歡迎弟兄姊妹參與，願做見 證
者請向牧師及王傳道報名。
6. 教會一年一度的特別感恩奉獻，請弟兄姊妹為過去 一年蒙神帶領而感謝，
數算主恩，踴躍參與。(支票請註明感恩奉獻)。
7. 教會於將送聖誕節「愛心鞋盒」至 Samaritans Purse 機構，分給世界貧窮國
家的兒童，希望大家共同參與，請在 12/06 以前將鞋盒置於門前 (備有盒子)
請在 12/06 以前將鞋盒置於門前 。
8. 網上電話查經: 每晚上 9 時開始，每週五次，詳情請洽榮光弟兄。
1. 上週為教會聖工、事奉同工及福音朋友禱告，有 13 人參加。
2. 為黃瑞福 (黃衍佐父親) 身體康復，為何惠慶中風復健，為王嘉萱未足月
的雙胞胎健康，為黃家禎腳膝蓋有力，為寇為虎弟兄化療過程中，有
足夠體力，為英文堂 黃德釗的兒子 Aidyn 化療成功，為張志明的父親
張卓培洗腎，為鄭國生(鄭冉的父親)記憶衰退復原，求神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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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希伯來書的作者引用詩篇 45:6-7 證明神兒子的尊貴地位，並且明
白說到他是受膏者. 彌賽亞詩篇有廣泛的主題：詩篇 45 是一首愛慕歌
一、可拉後裔作了這首賀新婚的詩
1. 背景—誰的婚禮？
（1） 大衛？所羅門？
（2） 一般通用：在以色列人的婚禮中，新人被對待像君王與王后
2. 本詩的結構
（1） 賀新郎—君王（1-8）
（2） 賀新娘—王后（9-15）
（3） 祝福（16-17）
3. 全詩的氣氛：喜樂、輕快、溫暖
二、 誰是這位榮耀的君王（詩 45:1-8）
1. 詩人（可拉後裔）成了快手筆：王的可親（1-2）
（1）你比世人更美
（2）在你嘴裡滿有恩惠
（3）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2. 他是大能者（3-5）
（1）腰間佩刀、大有榮耀和威嚴
（2）為真理、謙卑、公義而爭戰，並且得勝
（3）箭鋒快，射中王敵，萬民仆倒
3. 他是受膏者（6-9）
（1）神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國權是正直的
（2）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
（3）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眾同伴
（4）你的衣服滿有香氣
三、 誰是這位相配的王后（詩 45:9-15）
1. 王宮與婚宴的景象—
（1）君王的女兒、尊貴的婦女
（2）王后被介紹
2. 對新娘的勸勉
（1）不要紀念你的父家
（2）他是你的主
（3）尊貴、榮華與權位
（4）快快樂樂的被引導、到王的面前
四、祝福： （詩 45:16-17）
1. 對子孫的祝福—全地作王 2. 萬民永遠稱謝
結論：
1. 耶穌是彌賽亞, 是神的兒子: 他是我們榮耀的君王, 我們是基督的新婦
2. 恩典、公義、真理、謙卑、權柄、能力. . . ；他是值得我們愛慕的
3. 不要紀念我們的父家（天然生命）
，愛慕他、敬拜他
4. 基督徒啊！來領受萬代的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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