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90 期
日期：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九日
教會年題：「模造我、見證祢，引領人、歸向主」
主日崇拜程序
 宣召及敬拜
 歡
迎
 證
道

題目：遵守屬靈、屬世的法則
經文：詩一一九 1-8

恩明組
主
席
郭錦富傳道

 回應及收奉獻
 報
告
 頌使徒信經/祝福
本週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何麗娟 傳道

講員

郭錦富 傳道

帶領敬拜

恩明組

當值執事

蕭慶華 執事

接待

董婷婷、黃詠心姊妹

總務

蕭慶華、陳維政弟兄、譚浩明姊妹

音響

姜啟龍、呂浩然弟兄

幼兒班/兒崇導師

李國蕾、楊嘉寶/林燕玉、陳淑賢姊妹

圖書管理員
本週生日肢體：王慧棻姊妹

黃鳳儀姊妹

下週當值事奉人員：
主席

郭錦富 傳道

講員

張金水 傳道

帶領敬拜

信望愛組

當值執事

羅朝棟 執事

接待

李木儂、劉嘉倩姊妹

總務

羅朝棟、吳庭輝、朱啟豪弟兄

音響

宋君亮、李鍵濠弟兄

幼兒班/兒崇導師

何麗娟傳道、陳曉麟弟兄/林燕玉、陳淑賢姊妹

證 道 大 綱
題目：遵守屬靈、屬世的法則

日期：19. 01. 2014

經文：詩一一九 1-8

講員：郭錦富傳道

前 言
一. 神話語是要我們去遵守的，遵守才會蒙福。

二. 遵守聖經於今世、來生有益，因為聖經既是屬靈、又屬世的根基
1. 因信耶穌得永恆的生命
2. 永恆生命中信徒個人性的召命
3. 永恆生命中信徒普遍性的召命
4. 信徒在世乃是客旅的態度
5. 上帝是我們在世生活的力量

三. 現世影響來世的原則

四. 總結：今生的生活是要成為何等樣的人
「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12 切切仰望神的
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13 但我們照他
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1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
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彼後三 11-14)

背上週金句：約一 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
的。
讀本週金句：詩一一九 1
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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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小品

摘自《效法基督》

＊＊抵抗誘惑
我們在世上，不會沒有患難與誘惑，「人在世上豈無誘惑麼？」(伯七 1)
因此各人應當為自己所受的誘惑勞心，儆醒祈禱，免得魔鬼找機會
迷惑他，因為魔鬼永不睡覺，總是「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上週青崇收奉獻﹕
上主日收本堂奉獻﹕
上主日本堂收發展基金：
上主日本堂收宣教基金：
上主日本堂收愛關基金：
總收奉獻﹕

$
$
$
$
$
$

112.10
39,775.70
10,500.00
700.00
800.00
51,887.80

崇拜人數 成崇 (上主日) 兒崇(上主日) 幼兒班(上主日) 青崇(上週六)
77 人
上週主日禱告會人數：11 人

13 人

10 人

32 人

【為萬人代求】
星期一 全球：為泰國近期政治緊張及大規模示威遊行禱告，求主使雙方都能為國家穩
定及民主政治開放上取得共識，避免暴力訴求及鎮壓。也求主使泰國教會能影響
社會禱告，使教會在福音傳播上能更多影響國家。
＊教會：為教會新的主題禱告，求主使講道信息能提醒眾人，同心努力迎向主題，
使眾人在靈命上有更多突破，甘心樂意追求，願意接受聖靈提醒與更新。
星期二 中國：為近日與日本關係日趨緊張，求主使日本領袖及國民不陷在無益的堅持
與以利益為主導的行為中，也求主使中國領袖有智慧化解日方的挑釁行為，避
免錯誤的判斷以致引發軍事衝突，使兩國願意以和平談判、互助方式解決分歧。
＊教會：
i)為教會肢體能彼此相愛、互相代求禱告。祈求各人能在適時作出合宜的關懷，
使彼此的關係在聖靈保守下更加榮神益人。
ii)為教會眾肢體的靈修生活禱告，求主賜眾人渴慕讀聖經，常常藉默想、遵守上
帝的教訓，經歷屬靈生命的更新。
星期三 □香港：為香港近期討論普選方式禱告，求主使各界能提出合宜、多方都以為美
的方式，免得陷在長期爭吵及無益的辯論中。也求主使各政黨及政府為香港長遠
管治及關係上有美好的突破，共同解決目前社會民生各樣緊迫的議題。
中心：
i)為 1 至 2 月份有關家長的活動禱告，求主賜福幫助進行順利，使學生的學習、
與家人關係都能成長。
ii)記念課餘託管班甘導師的母親於上月底安息主懷，並將於 20/1 舉行安息禮
拜，請代禱並求主安慰家人們的心。
星期四 肢體：為李兆康長老的身體禱告，祈求新的標靶藥發揮效用。求主使癌細胞一
一除清，使長老身體健康能有明顯恢復及改善。
☆教會奉獻：盼沙迦信徒努力做好十一奉獻，見證上帝在我們生活上、工作上的
豐足及滿有恩典的回應。
中心：為小六學生將要進行自選明年升中學校禱告，求主使他們在老師及家長
協助下，能作出合宜的選擇，好作為日後升讀中學的決定。
星期五 肢體：為陳耀松弟兄食道癌禱告，求主保守整個養病抗癌生活，好叫上帝的恩
典多多臨到。也求主加添家人照顧的力量，凡事都有上帝的恩典及幫助。
☆教會奉獻：為沙迦的信徒奉獻不足祈禱，求主賜予足夠。
星期六 肢體：為宋佩琼姊妹家中各人祈禱，願主的安慰臨到家中各人。
肢體：年近歲晚為年長肢體禱告，求主保守在嚴寒冬季中各長者身體，也求主
保守各人在歲晚家居整理的平安。
星期日
請早點起床，參加教會祈禱會，早上 9:30 在教會 5 號課室
記念負責崇拜的全體工作人員，願主祝福他們的服侍。

【家事分享】
1.感恩： 感謝上帝賜下新的一年，願祂的恩典與眾人同在，更願祂話語的提醒，不斷更
新眾人，因順從而彰顯上帝同在，見證祂的信實，引領多人歸主。
2.新年題： 教會新的年度主題：「模做我、見證祢，引領人、歸向主」。願意各人同心
合意，不斷在屬靈生命、與神關係中突破；更藉著與神相交生活中，活出信
仰的見證，領人歸主。
3.堂委會： 今天下午二時正於教會有堂委會，請各堂委執事準時出席。
4.圖書借閱： 新翠教會圖書櫃內有十多種不同類(靈修、敬拜、家庭、婚姻、聖經輔讀、基
督徒生活等) 書籍及 DVD、CD 等影音材料，歡迎肢體常常借用。每逢第一、
第三週主日崇拜後更有圖書管理員負責借還登記手續。
5.祈禱會： 星期日全教會祈禱會是為教會事工、肢體需要，藉禱告一同經歷上帝的大能，
鼓勵各兄姊一同參與代禱，站在時代的破口上，讓教會及個人成為福音見證。
不同組別祈禱編排：26/1---教會宣教事工

2/2---職青區

6.崇拜場地： 主日 2 月 2 日(農曆年初三) 張煌偉小學不能借出場地，崇拜將返回新翠邨
教會舉行，請各位肢體留意。
7. 福音單張： 教會準備了少量新春福音單張，歡迎肢體索取送贈親友，分享福音。
8.特別感恩奉獻： 2 月 9 日崇拜將有特別感恩奉獻。兄姊可為上帝過去一年的保守、供應，
也為教會需要而奉獻。因為一切為神甘心的奉獻必蒙悅納。若錯過當天
奉獻時間，兄姊也可在隔週奉獻中註明「特別感恩奉獻」。
9.褔音活動： 教會定於 2 月 9 日福音主日崇拜後有新春郊遊，地點為大美督郊野公園。
出發時間：下午 1:30
回程時間：下午 5:30

活動有騎單車、放風箏、釣魚、燒烤和休閒，詳情下週公佈。
鼓勵肢體邀請家人、朋友參加此戶外活動，增進交誼和認識教會的機會。
10.洗禮班： 今年洗禮班將於 3 月開始，欲想參加的肢體需留意下列的要求：
1) 清楚得救及決志相信耶穌
2) 穩定參與崇拜聚會半年以上(達 8 成出席)
3) 完成初信栽培班
4) 穩定參與小組聚會
（如有個別特殊情況、可與傳道人面談）

11.青少年宣教營會： 九龍迦南堂將於 2 月 3-4 日(年初四、五) 舉辦青少年宣教營會(日
營)，歡迎中佈會各堂中學生及 30 以下的職青人士參加，詳情可與
張金水傳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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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有福！
2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便為有福！
3 這人不做非義的事，但遵行他的道。
4 耶和華啊，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為要我們殷勤遵守。
5 但願我行事堅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6 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於羞愧。
7 我學了你公義的判語，就要以正直的心稱謝你。
8 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總不要丟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