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報告及代禱事項

上週各聚會人數

1.

歡迎今早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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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祈禱會：6 月 8 日(本週三)晚上的祈禱會將會暫
停。

教會聚會簡介

4.

5.

6.

7.

8.

執事會會議：於 6 月 8 日（本週三）晚上 7:45
舉行，請代禱。
三聯市聯合培靈會「行公義好憐憫的教會」：
於 6 月 11 日（本週六）晚上 7:30 於本堂舉
行。講題：「你給他們吃吧」。講員：謝安國牧
師。鼓勵弟兄姊妹參與。
小城短宣：由中英文部聯合組成的小城短宣隊
將於 7 月 18 日至 22 日前往溫哥華島探訪當地
居民。如欲在經濟上支持此事工，請將金錢放
入奉獻封內，並請在封面註明「小城」字樣，
奉獻將收集至 6 月 19 日。願神大大賜福你們忠
心的擺上。
家庭同樂曰：將於 7 月 16 日(週六)10:00 am–
2:30 pm 在Port Moody Rocky Point Park舉行，屆
時有集體遊戲及輕便午餐供應。費用:每位
$2.00(12 歲或以下小童免費)，歡迎弟兄姊妹及
親友參加。請於崇拜後向譚李德莊 (Ellen) 姊妹
或黃雄昌(Richard)弟兄報名。
5 月份奉獻徴信：已張貼在大堂壁報板上，請
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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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聚會：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英語崇拜

上午 11:00
上午 9:30
上午 11:00
2016 年 6 月 5 日

祈禱會：

每月第 1 主日上午 9:30
週三晚上 8:00

(每月第一個主日祈禱會後，隨著
的星期三晚上祈禱會便會停一次)

查經小組：
(粵/國)
週五晚上 8:00
(粵) 第 1 和 3 週五晚上 8:00
康樂活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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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日：查經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晚上 7:30
6 月 18 日：待定
以諾團(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6 月 15 日：電影週
英語：
T412 (初/高中)
週五晚上 7:30
6 月 10 日：Frisbee Golfing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6 月 10 日：T412 Camp Planning
Cornerstone (成人)
週五晚上 8:00
6 月 10 日：Faith and Action

奉獻收入
常費
差傳
短宣
高潔林按揭
合共

粵語部
$6,146.55
$555.50
$0.00
$320.00
$7,022.05

英語部
$44.00
$0.00
$0.00
$0.00
$44.00

上週總數
$6,190.55
$555.50
$0.00
$320.00
$7,066.05

一月至上週收入
$87,201.08
$10,903.75
$4,397.00
$2,965.00
$105,466.83

全年目標
$179,000.00
$35,900.00
$0.00
$15,000.00
$229,900.00

祈求供應 (尚欠)
($91,798.92)
($24,996.25)
$4,397.00
($12,035.00)
($124,4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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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新
停車場指揮
襄禮

：劉傑文牧師
：劉許幼娣姊妹 (在圖書室内)
：林周厚頤執事
：林周厚頤執事
：黃陳志英姊妹
：曾鄒笑媚姊妹 / 王袁瑞娟姊妹
：胡偉文弟兄 / 高俊傑弟兄
：程志剛弟兄
：譚嘉莉姊妹 / 黃劉淑芬姊妹
：陸譚慧文姊妹 / 孫韻鴻姊妹
：王鑑勤弟兄 / 梁志明弟兄
：曾敏賢執事 / 馮國安執事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詩篇 99 : 9 ........................... 主席
唱詩 ............................................................................ 會眾
使徒信經 .................................................................... 會眾
獻詩 ............................................................................ 詩班
牧禱 ........................................................................ 劉牧師
讀經 ......................... 啟示錄 5:1-14 ........................... 主席
信息 ...... 天上的敬拜（二）：救贖我們的主 ..... 劉牧師
回應詩 ........................ 主在十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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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讚美羔羊 ............................... 會眾
小城短宣分享 ....................................................... 短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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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主題 ： 在愛中彼此建立
代禱事項 (請將代禱事項、鼓勵的說話及提供的意見交與馮傳道或
放入奉獻袋內)

講員 : 劉傑文牧師
講題 : 天上的敬拜（二）：救贖我們的主
講道經文：啟示錄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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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紹光牧師
主席 ：曾毅堅執事
領詩 ：陳福洋弟兄
司琴 ：莫陳小嫻姊妹
迎新 ：袁淑雲姊妹 /
孫韻鴻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停車場指揮

：梁沈玉玲姊妹 (在圖書室内)
：曾梁玉儀姊妹 / 胡辛嘉寶姊妹
：胡偉文弟兄 / 陳煥明弟兄
：黃榮昌弟兄
：譚嘉莉姊妹 / 黃劉淑芬姊妹
：王鑑勤弟兄 / 梁志明弟兄

講題：天上的敬拜(二) - 救贖我們的主

6月5日

講題：天上的敬拜(二) - 救贖我們的主

6月5日

經文：啟示錄 5:1-14

經文：啟示錄 5:1-14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

引言：啟示錄的 4-5 章將約翰的視線從地上轉到天上，讓他看見神
是萬有的主宰，也是掌管歷史的神，祂救贖了祂的子民，定必審判
邪惡，並要建立祂的國度。這對當時因社會不靖、教會軟弱、信徒
受逼迫、自己又在監牢的約翰來說，是何等大的鼓勵。

引言：啟示錄的 4-5 章將約翰的視線從地上轉到天上，讓他看見神
是萬有的主宰，也是掌管歷史的神，祂救贖了祂的子民，定必審判
邪惡，並要建立祂的國度。這對當時因社會不靖、教會軟弱、信徒
受逼迫、自己又在監牢的約翰來說，是何等大的鼓勵。

A. 用印封了的書卷 (5:1-4)：

A. 用印封了的書卷 (5:1-4)：

1. 內外寫著字的書卷 (5:1)：書卷詳盡記載以後要發生的事，它
在神的右手中，並以七個印封著。當書的內容當七印陸贖打開
時，就魚貫以異象方式顯現在我們眼前。(啟 6:1,3,5,7 等)

1. 內外寫著字的書卷 (5:1)：書卷詳盡記載以後要發生的事，它
在神的右手中，並以七個印封著。當書的內容當七印陸贖打開
時，就魚貫以異象方式顯現在我們眼前。(啟 6:1,3,5,7 等)

2. 沒有能配展開觀看書卷的 (5:2-3)：神的永遠計劃將會受阻。

2. 沒有能配展開觀看書卷的 (5:2-3)：神的永遠計劃將會受阻。

3. 約翰的大哭 (5:4)：沒有神的啟示，只有活在失望和恐懼中。

3. 約翰的大哭 (5:4)：沒有神的啟示，只有活在失望和恐懼中。

B. 羔羊配揭開書卷 (5:5-7)：

B. 羔羊配揭開書卷 (5:5-7)：

1. 耶穌是猶大的獅子，大衛的根 (5:5；參創 49:9；賽 11:10)。

1. 耶穌是猶大的獅子，大衛的根 (5:5；參創 49:9；賽 11:10)。

2. 曾被殺的羔羊：站立、有七角 (完全的能力)、七靈 (聖靈，完
全的了解明白，看透一切)。

2. 曾被殺的羔羊：站立、有七角 (完全的能力)、七靈 (聖靈，完
全的了解明白，看透一切)。

C. 天上三重的讚頌 (5:8-14)：

C. 天上三重的讚頌 (5:8-14)：

1. 活物和長老們 (5:8-10)：歌頌基督的救贖大功 (參出 19:4-6；
彼前 2:9)。

1. 活物和長老們 (5:8-10)：歌頌基督的救贖大功 (參出 19:4-6；
彼前 2:9)。

2. 千千萬萬天使 (5:11-12)：以七個詞語來頌讚被殺的羔羊。

2. 千千萬萬天使 (5:11-12)：以七個詞語來頌讚被殺的羔羊。

3. 一切受造之物 (5:13)：無論在何處的，都承認羔羊為至尊。

3. 一切受造之物 (5:13)：無論在何處的，都承認羔羊為至尊。

4. 活物和長老們 (5:14)：同說「阿們」來回應，並俯伏敬拜。

4. 活物和長老們 (5:14)：同說「阿們」來回應，並俯伏敬拜。

結語：願這天上敬拜的景象，使我們的生命活得不再一樣；正如
「劍橋七傑」中的施逹德(C.T.Studd)所說：「如果耶穌基督是神，
尚且為我死，那麼我所為祂擺上的任何事物都微不足道。」

結語：願這天上敬拜的景象，使我們的生命活得不再一樣；正如
「劍橋七傑」中的施逹德(C.T.Studd)所說：「如果耶穌基督是神，
尚且為我死，那麼我所為祂擺上的任何事物都微不足道。」

反省、思考、禱告：

反省、思考、禱告：

1. 當約翰寫本書時，社會、教會和他個人的情況怎樣使他活在失
望和沮喪當中？今天教會和信徒也面對怎樣相似的挑戰？

1. 當約翰寫本書時，社會、教會和他個人的情況怎樣使他活在失
望和沮喪當中？今天教會和信徒也面對怎樣相似的挑戰？

2. 這書卷對約翰和我們有何重要？它如何鼓勵我們可以持守信仰，
努力事主愛人？

2. 這書卷對約翰和我們有何重要？它如何鼓勵我們可以持守信仰，
努力事主愛人？

3. 從啟示錄 4-5 章的敬拜中，你對神和對你自己有甚麼認識？從
而怎樣可以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求主幫助你。

3. 從啟示錄 4-5 章的敬拜中，你對神和對你自己有甚麼認識？從
而怎樣可以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求主幫助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