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主曆二○一二年三月四日 上午十一時 週報三十七卷 第十期
默禱等候 ................................... 主席宣召.................................... 全體靜默

短詩讚美 ..................................................................................... 全體會眾
牧禱交通 ..................................... 主禱文 ..................................... 全體會眾
啟應經文 .................................. .太 15:1-20................................... 全體會眾
奉 獻.............................................. ....................................... 全體會眾
獻 詩 .................................... 跟 隨 我 ........................ 劉麗嬋、張世凰
信息領受 .................馬太與門訓(二十三)遺傳與誡命............. 周同培牧師
唱 詩 ...............................世紀頌讚 278…............................... 全體會眾
聖 餐 ................................... 愛心奉獻…………………………… 全體會眾
彼此團契 ..................................歡迎與報告 .................................. 全體會眾
三一頌讚 ..................................................................................... 會眾站立
蒙受祝福 ..................................... 阿們頌 ..................................... 全體會眾
默禱閉會 ...................................... 殿 樂 ...................................... 全體會眾
願神賜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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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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您能
在這裡體會到救主耶穌基督的大愛，並將這個教會作為您屬靈的家。
教會尼希米計畫，冬季班-主日學「羅馬書(1)」業已開課，歡迎參加，
(詳情請看大門口海報)。
教會 3/10(星期六)將舉辦雙職事奉講座（職場與禾場），特別邀請林豐 樑
弟兄，講題”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請預留時間參加。(詳情請看大
門口海報及夾頁)，請在大門口櫃台登記，以便準備食物。
3/17(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教會在 William R. Mason 公園舉行
春季野餐，本次野餐完全免費!! 我們鼓勵每個人邀請家人、親戚、
朋友來參加，請在大門口櫃台登記。
喜樂團契將於 3/6 上午 10 時在教育館舉行，歡迎參加。
下主日報(3/11)為日光節約時間的開始，請大家記得本週六(3/10)
晚上把 時鐘撥快一小時(例如 12:00AM 撥到 1:00AM)。
中文堂在 3/25 將舉行浸禮，如有願意參加受浸者請向辦公室報名。

代禱與各項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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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Sunday’s Service

會務報告

2.

求神保守會友在基督裡生命的持續成長、家庭和樂、身心康泰、出入
平安代禱。
為軟弱的肢體胡人珍、譚月馨、雷月英、劉麗禪、褚文菐、姚何壽珍
游怡瑩、張焯培 。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內容
聯絡人
9:30AM 羅馬書(1)
尼希米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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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牧師
5:30PM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以勒團契
週六
陳淑珍
10:00AM 特別通知
週四查經班
週五
周牧師
8:00PM 詩班室
詩班練詩
週四
林佩珍
7:00PM 副堂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黃德基
9:00AM 副堂
中文學校
週六
黃衍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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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國威弟兄
蔡健德弟兄
指揮司琴 柯湘兒
柯湘兒
錄音投影 倪志明、程光耀
倪志明、華學成
兒童崇拜 雷月英、卜淑娜、馮玉芬、楊曉純 陳亭、張綺莉、張佳玲、黃 懷、張佳文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韓立仁、華學成、丁正良、方少影 何捷、謝珺珂、邱肇廷、林秀慧
停 車 場 施國渝
李紹曾
午 餐 羅睿夫婦、林少奇、管彬、張家聲 謝志堅夫婦、江 青夫婦、蔡健德夫婦
何惠莉
尹正光夫婦
獻 花 華學成
林鄭慧珠

馬太與門訓（廿三）：遺傳與誡命
讀經：太 15:1-20
引言：
從耶路撒冷來的人—法利賽人與文士
目的與動機？
馬太的描述（description）
一、 法利賽人的控訴（挑戰）：你的門徒犯了古人的遺傳
1、 這是一個簡單卻有代表性的問題：遺傳是最重要的。
2、 證據：你的門徒吃飯不洗手
二、 耶穌規正性的反問：你們爲什麽因著遺傳廢了誡命呢？
1、 針對主題有力的反問：遺傳與誡命、孰輕孰重？
2、 論點與實例：孝敬父母與奉獻
（1） 第五誡：孝敬父母（出 20:12）；
附帶教導：咒駡(咒詛)父母的，必治死他（出 21:17）
（2） 你們的遺傳：隱藏的動機：祭司與聖殿的利益
實際的虧損：父母的供應
虛名的敬虔（或屬靈）：
（3） 遺傳的毒害：違背（干犯）神的話
廢了神的話
使人厭棄神的話
三、 耶穌對法利賽人的訓斥：假冒為善的人
1、 先知早已預言：（仍然訴諸聖經的權威—以賽亞的話）
2、 神的話不改變：古詩，當時，今時
（1） 敬虔的外貌，內心卻遠離：表面親近神—嘴唇
（2） 以人的吩咐代替（神）聖經真理的教訓
（3） 敬拜也是枉然：空洞無聊
四、 耶穌嚴肅的教導：叫了眾人來—你們要聽、也要明白
1、 什麽是真污穢？入口的還是出口的？
2、 門徒通報：法利賽人不服，你知道嗎？
3、 耶穌的反應：
（1） 栽種與拔除
（2） 瞎子領瞎子
4、 門徒追問：什麽是入口的？什麽是出口的？
5、 耶穌的結論：不洗手並不污穢人
結論：門徒學到什麽？
神的話必然有倫理性的應用：表裡如一
（人的吩咐）曲解神的話、貽害無窮
神話語的權柄：光照，按著正意分解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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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0-D/F Harvard Avenue, Irvine, CA 9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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