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各聚會人數

家事報告及代禱事項

1.

歡迎今早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謹祝
各位新年蒙福。

2.

多謝劉傑文牧師蒞臨分享信息，願主賜福他的
家庭及事奉。

粵語崇拜
英語崇拜
兒童崇拜
祈禱會(中)

105
37
10
～

教會聚會簡介
主日聚會：

3.

教牧同工：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歡迎劉傑文牧
師為本會中文事工顧問牧師及 Pastor Bill Wong
為英文事工顧問牧師。

4.

執事及部長會議：於 1 月 6 日(本週三)晚上
7:30 在教會舉行，請代禱。

5.

2015 年度的支數：請於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交
上各部門及事工的支出，並在支單上註明是
2015 支數，以便教會總結年賬。在截止後提交
的支數，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查經小組：

12 月份奉獻徴信：已張貼在大堂的壁報板上，
請核對。

康樂活動小組：

6.

7.

英文部主日學：由 2016 年 1 月開始暫停課八個
月。主日學部會繼續通知弟兄姊妹有關訓練，
學習及課程等消息。如有查詢，可聯絡黃林凱
雯（Alvina）姊妹 604-313-2860。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英語崇拜
英語主日學
祈禱會：

上午 11:00
上午 9:30
上午 11:00
上午 9:30
每月第 1 主日上午 9:30
第 2 和 4 週二晚上 8:00

(粵/國)
週五晚上 8:00
(高-粵) 第 1 和 3 週五晚上 8:00

羽毛球
讚美操

週四晚上 8:00
週四晚上 8:00 及
週六上午 10:30

團契聚會：
粵語：
保羅團 (中文職青) 週五晚上 8:00
1 月 8 日：查經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晚上 7:30
1 月 16 日：待定
以諾團 (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1 月 6 日： 查經
英語：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1 月 8 日： Welcome Back
Vibrant (初/高中)
週五晚上 7:30
1 月 8 日：2016 Launch Party
Cornerstone (成人)
週五晚上 8:00
1 月 8 日：Faith and Action

奉獻收入
常費
差傳
短宣
高潔林按揭
合共

粵語部
$13,566.00
$817.00
$440.00
$462.00
$15,285.00

英語部
$2,620.00
$0.00
$1,161.05
$0.00
$3,781.05

上週總數
$16,186.00
$817.00
$1,601.05
$462.00
$19,066.05

一月至上週收入
$245,374.93
$28,078.00
$5,306.05
$15,003.00
$293,761.98

2016 年 1 月 3 日

全年目標
祈求供應 (尚欠)
$252,000.00
($6,625.07)
$30,200.00
($2,122.00)
（將不設預算目標）
$5,000.00
$10,003.00
$287,200.00
$6,561.98

週五晚上 8:00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崇拜進行期間
請關上手提電話及傳呼機
年長不便站立的兄姊
唱詩及牧禱時可不必站立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講員
國語翻譯
主席
領詩
司琴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襄禮

：劉傑文牧師
：劉許幼娣姊妹(在圖書室内)
：吳志明弟兄
：高莫雅怡姊妹
：莫陳小嫻姊妹
：曾梁玉儀姊妹 / 胡辛嘉寶姊妹 / 蕭兆娥姊妹
：李彥弟兄 / 胡偉文弟兄
：黃榮昌弟兄
：譚嘉莉姊妹 / 陳君然弟兄
：曾敏賢執事 / 岑建威執事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詩 149:1-2 ......................... 主席
唱詩 .................................................................... 會眾
使徒信經 ............................................................ 會眾
牧禱 ................................................................ 馮傳道
讀經 ................... 歷代志下 30:1-27 ...................... 主席
信息 ..... 回轉歸向神－希西家王帶領的復興.... 劉牧師
回應詩 ................................................................ 會眾
聖餐 .... 本堂歡迎任何宗派已受水禮的兄姊同守聖餐， .. 劉牧師
未領水禮者，請尊重聖餐之莊嚴，請勿領用。

以感謝之心敬拜神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唱詩 .................................................................... 會眾
奉獻 .................................................................... 會眾
家事報告 ............................................................ 主席
主禱文 ................................................................ 會眾
三一頌 ................................................................ 會眾
祝福 ................................................................ 劉牧師
阿們頌 ................................................................ 會眾

講員 : 劉傑文牧師
講題 : 回轉歸向神－希西家王帶領的復興

講道經文：歷代志下 30:1-27

講道大綱見附頁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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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必從那裏降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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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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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黃耀鑫傳道
：馮國安執事
：林周厚頤執事
：陳珮珩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劉許幼娣姊妹(在圖書室内)
：陸炎年伉儷 / 鄧桂滿姊妹
：陳煥明弟兄 / 李彥弟兄
：王鑑勤弟兄
：譚嘉莉姊妹 / 陳君然弟兄

代禱事項 (請將代禱事項、鼓勵的說話及提供的意見交與黃牧師或
放入奉獻袋內)

講題 : 回轉歸向神－希西家王帶領的復興

講題 : 回轉歸向神－希西家王帶領的復興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

引言：希西家王(主前 727-698；王下 18-20 章；代下 29-32 章；賽 3639 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與他父親亞哈斯截然不同(代下 28 章)。
他登基後就立即重開和修理聖殿，要求祭司和利未人潔淨自己和聖殿，
隨即重新向神獻祭(29 章)，並要求國民聚集耶路撒冷守神所設立的逾越
節(30 章)，為使全國都歸向神。

引言：希西家王(主前 727-698；王下 18-20 章；代下 29-32 章；賽 3639 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與他父親亞哈斯截然不同(代下 28 章)。
他登基後就立即重開和修理聖殿，要求祭司和利未人潔淨自己和聖殿，
隨即重新向神獻祭(29 章)，並要求國民聚集耶路撒冷守神所設立的逾越
節(30 章)，為使全國都歸向神。

A. 回轉歸向神的計劃－守逾越節 (30:1-5)

A. 回轉歸向神的計劃－守逾越節 (30:1-5)

1. 招聚全國人民到耶路撒冷守逾越節 (1-2 及 5 節)

1. 招聚全國人民到耶路撒冷守逾越節 (1-2 及 5 節)

(包括北國以色列被擄的餘民和南國猶大的居民)

(包括北國以色列被擄的餘民和南國猶大的居民)

2. 商議決定將守節的日期推遲一個月 (3-4 節；民 9:10-11)
B. 回轉歸向神的呼籲 (30:6-9；參賽 30:18)

2. 商議決定將守節的日期推遲一個月 (3-4 節；民 9:10-11)
B. 回轉歸向神的呼籲 (30:6-9；參賽 30:18)

1. 「當轉向耶和華⋯祂必轉向你們」(6 節)

1. 「當轉向耶和華⋯祂必轉向你們」(6 節)

2. 「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和你們的弟兄⋯以致⋯⋯」(7 節)

2. 「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和你們的弟兄⋯以致⋯⋯」(7 節)

3. 「不要像你們列祖硬著頸項，只要⋯⋯」(8 節)
4. 「你們若轉向祂，祂必不轉臉不顧你們」(9 節)

3. 「不要像你們列祖硬著頸項，只要⋯⋯」(8 節)
4. 「你們若轉向祂，祂必不轉臉不顧你們」(9 節)

C. 回轉歸向神的抉擇 (30:10-12)
1. 北國以色列餘民中有拒絕的，也有接受的 (10-11 節)
2. 南國猶大人則一心遵行守節命令 (12 節）

C. 回轉歸向神的抉擇 (30:10-12)
1. 北國以色列餘民中有拒絕的，也有接受的 (10-11 節)
2. 南國猶大人則一心遵行守節命令 (12 節）

結語(30:13-27)：眾民聚集耶路撒冷歡歡喜喜的守節和吃節筵七天，當
中他們認罪、禱告、天天頌讚神、彼此相交、大大的喜樂。其後，全會
眾又商議並決定再多守節七天，民眾盡都喜樂。

結語(30:13-27)：眾民聚集耶路撒冷歡歡喜喜的守節和吃節筵七天，當
中他們認罪、禱告、天天頌讚神、彼此相交、大大的喜樂。其後，全會
眾又商議並決定再多守節七天，民眾盡都喜樂。

反省、思考、禱告：

反省、思考、禱告：

1. 以色列人將守逾越節的日期推遲一個月的原因是甚麼？這給你認識到
在聚會、事奉、甚至你人生的優先次序是甚麼？神看重的是甚麼？禱
告求主助你活得更合祂的心意。

1. 以色列人將守逾越節的日期推遲一個月的原因是甚麼？這給你認識到
在聚會、事奉、甚至你人生的優先次序是甚麼？神看重的是甚麼？禱
告求主助你活得更合祂的心意。

2. 回轉歸向神是我們成長的操練，這方面你曾經歷過怎樣的掙扎和得
勝？今天你仍在面對甚麼挑戰？神給了你甚麼應許？

2. 回轉歸向神是我們成長的操練，這方面你曾經歷過怎樣的掙扎和得
勝？今天你仍在面對甚麼挑戰？神給了你甚麼應許？
3. 以色人守節七日後，為何又再多守七日？聖經多次提到民眾守節的喜
樂，原因何在？對我們參加和安排聚會有何啟迪？

3. 以色人守節七日後，為何又再多守七日？聖經多次提到民眾守節的喜
樂，原因何在？對我們參加和安排聚會有何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