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

羅省粵語復臨團契

羅省粵語復臨團契歡迎您參加每安息日的聚會。我們希望為
您及家人提供不同類型的聚會，以迎合各人的屬靈需要。
2. 「精彩人生」講座今晚 9/21 已進入第二晚，題目為「掌控人
生的兩種力量」。謝謝各弟兄姊妹盡力協助，在救靈事工上
互勉。請繼續為您的邀請對象代禱。
3. 為配合「精彩人生」講座，今天下午 4:30 的和牧/夕陽時段
將從簡，以便弟兄姊妹能為晚上的講座作充份準備。
4. 請佈道組成員於今晚「精彩人生」講座後留步，商討講座後
跟進活動之安排。
5. 由於洗手間有限，更換制服參加晚間講座者請利用後面課室
（見門口標示）。並請弟兄姊妹用課室及聯誼廳洗手間。
6. 下安息日 9/28 將舉行第三季聖餐禮，請各弟兄姊妹預備身心
領受。請各位執事於當日 9:30am 到達，先進行謙卑(洗腳)
禮儀，以便更能服侍弟兄姊妹的需要。時間安排：10:00 安
息日學，10:30 分班研課，11:00 粵語崇拜聚會，12:15 謙卑
禮，12:30 聖餐禮。敬請各位弟兄姊妹預備好身心參與。
7. 下季高級學課經已運到，請向安息日學書記索取。
8. 請各位以各種網絡通訊工具向您認識的粵語親友介紹《陽光
大道》
，並在網頁 facebook.com/Sunshine Cantonese 參與和自
發討論。
9. 謝謝何先生將所收到的帛金全數奉獻給本團契作為聖工之
用。願主繼續保守何先生一家。
10. 徐則達師母（鄔寳英女士）的追思禮拜，謹定於明日 9/22
上午 9:00 於洛杉磯華人教會舉行。
11. 懇請各位繼續為趙文沾牧師禱告，盼望他早日康復。
12. 楊健生牧師（楊劭頤長老的父親）身體已漸漸康復，已返家
中療養，請繼續為楊牧師及楊師母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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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人生」講座 Evangelistic Seminar
聖餐崇拜
Communion Service
太極健身班開課（7pm）Tai Chi Class

今日活動
10:00 粵語崇拜聚會「照我本相」
禮堂
講員：陳越慶
11:00 兒童英語聖經班，導師：Vanessa
課室B
11:30 粵語安息日學，聖工消息：馬錫強
禮堂
分班前 為「精彩人生」講座聯合禱告時段
禮堂
12:00 粵語分班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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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交誼聚餐
聯誼廳
4:30 和牧團契
禮堂
5:00 「精彩人生」講座工作人員禱告及晚膳 禮堂/聯誼廳
6:00 晚膳
聯誼廳
7:00 「精彩人生」講座之後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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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佈道組會議(為講座後跟進活動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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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時間（天普市）：今日 6:50

下星期五 6:41

牧養欄：(skype禱告組靈修材料)
奮興教友──主現在沒有做那把許多生靈歸向真理的工作，因
爲教友們從未悔改，而且那些一度悔改的人已經離道背教了。
證言卷六, 371，1900 年 – {Ev 103.1}
二十人而非一人──那些自稱爲基督信徒的人，帶來了大量的
廢物，以致把那去十字架的路途阻塞住了。雖然如此，仍是有
人十分深切地相信，而願意通過每一灰心絕望之境，並超越每
一道障礙之物，以便獲得真理。然而若是真理信徒借順從真理
以潔淨其心思，及覺悟在基督的工作上，知識及文雅的態度是
何等的重要，那麽，在那曾有一人得救之處，就可有二十人得
救了。證言精選一輯, 454，1876 年 – {Ev 110.1}
先訓練教友們──傳道人若在已有一些人通道之處作工，就當
先訓練這些教友，使他們可與自己適當地合作， 然後再多用功
夫去勸誡不信的人。他應當爲這些教友個別地作工，盡力激勵
他們尋求更深的經驗，及勉勵他們爲別人工作。及至他們受過
訓練，能用祈禱及工作來維持傳道人時，傳道人的工作就必有
更大的成功了。傳道良助, 196，1915 年 – {Ev 110.2}
給新悔改的人一個榜樣──老教友們應當給那些新近歸向真理
的人作一個榜樣。 我請求那些歸向真理已久的人，不要以無宗
教的生活來傷害那新近悔改的人。應當放下一切的怨言，並在
自己的心上做徹底的工作。應當打破自己心頭上耕而不種的荒
地，並設法知道自己能作什麽來推進工作。…… – {Ev 112.1}
醒起吧，醒起吧，並給未悔改的人憑據，證明你相信了那源出
於天的真理。除非你醒起了，世人不信你實行了自認持守的真
理。懷氏書簡之, 75，1905 年 – {Ev 113.1}
教友們應當幫助──主要我們的教友們應當出力去做更大的個
人工作。許多的生靈已被忽略了，許多的城鄉市鎮還沒有聽到
現代的真理，因爲還沒有人作出聰明的佈道之工。……我們授
職的牧師們應當盡其所能地工作，但我們也不該希望一個人能
做大家的工作。主已派定每個人的工作。有許多應做的拜訪工
作，祈禱的工作，分發同情的工作；而且整個的教會也當運用
心和手的敬虔，才能使聖工抵於完成。你能與朋友們坐下，用
愉快社交的方法，講論聖經寶貴的信仰。1889 年 8 月 13 日評
閱宣報 – {Ev 113.2}
挨家挨戶分散書報──弟兄及姊妹們哪，你們是否披上基督徒
的軍裝呢?“應當把福音的鞋子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你們要預備挨家挨戶去走，把福音傳給人。有時你們會覺得做
這種工作很辛苦，但若是你們本著信心出發，主就會在你們前
面走，並將他的光照耀在你們的路上。 你們走進鄰居的家去派
賣或是分送本會的書報，並且虛心指導他們真理，你們將攜帶
天上的亮光進去，那光要留在這些家庭中。1906 年 5 月 24 日
評閱宣報 – {Ev 114.1}…..(在右頁)
聖言帶來復興：9 月 21 日：詩 45

粵語崇拜聚會

上午 10:00

司會：蘇美顏

司琴：林婉華

詩歌練習/頌讚
三一頌↑
呼召禱告↑
司會致辭
崇拜詩↑

497 讚美上帝

C59 這是天父世界

領詩：第2隊
會眾
陳越慶
蘇美顏
會眾

代禱事項
牧養禱告↓
回應詩↓

498 請聽我祈禱

會眾按需要提出
王溢中
會眾

讀經
證道
回應詩↑

路15:17-19
照我本相
C281 主必保守

王溢中
陳越慶
會眾

報告
奉獻
祝福頌

蘇美顏
堂費
禱告：蘇美顏
（什一及其他用途捐款請用封袋註明） 執事協助
主賜福你
會眾

粵語安息日學
司會：潘貴好
開會詩↑
禱告↑
聖工消息
詩歌獻唱
讀經
學課中心思想

上午11:30
C209 奇妙的救主
剪影(三)
喜訊
羅5:10

會眾
梁禮文
馬錫強
潘曾賜
李霄漢
潘貴好

為佈道會聯合禱告時段
分班研經

中午12:00

班別 課程
題目
導師
地點
成年班 復興與改革 改革:修復破裂的人際關係 陳越慶 聯誼廳
中級班 生存裝備
基本裝備：個人佈道
鄧天麟 課室A

學課線上版

www.chumsda.org事工與資源在安息日學/個人
佈道部欄點擊「2013年第三季安息日學」

交誼聚餐

下午1:00

歡迎各位來賓及弟兄姊妹留步享受簡單午膳一同交誼
午膳團隊: 行政會

練習/頌讚時刻所選詩歌：
喜訊
來頌揚創造主 1-3 (ACM680, E221,
B197)
救贖奇功 1-4 (C208)
奇妙的救主 (粵語詞 1,4) (C209)
喜訊
1 願福音喜訊，處處聽得見，
快收莊稼，莊稼已熟，
到處傳揚你救恩。
2 願家家聽得見，你愛我千萬年，
活水流進我生命，
讓我散發基督的香氣，
讓我決意一生榮耀你。
結尾: （讓我決意一生榮耀你）
牧養欄(續)：
組織工作隊──在我們的教堂裏
應當組織隊伍去工作。在主的工
作上，不容有人閑懶。每個不同
的人都要聯合工作，像得人的漁
夫一樣。他們應當去招聚生靈從
腐敗的世界出來，加入基督之愛
的純潔救人的隊伍。 – {Ev 115.1}
應當組成許多的小部隊，作爲基
督徒服務的基本單位，這乃是那
位元萬無一錯之主所指示我的一
個計劃。如果教會人數衆多，應
當讓教友們組成許多的小部隊，
不但爲教友們工作，也當爲非信
徒們工作。1902年8月15日澳洲聯
會紀錄 – {Ev 115.2}
衆天使工作和諧無間。在他們一
切的動作上，都有完整的秩序。
我們越能密切地效法天軍的合作
與次序，天庭使者們的效力也就
越發成功。懷氏書簡之, 32，1892
年 – {Ev 1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