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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是榮耀神，藉著福音更新的大能
使萬民成為門徒，從本市直到地極』

溢樂華人浸信會

主啊，
    我們當作什麼？

10/20： 王下1；帖後1      10/21 王下2；帖後2            10/22： 王下3；帖後3                                  
10/23： 王下4；提前1      10/24： 王下5；提前2          10/25： 王下6；提前3
10/26： 王下7；提前4      10/27： 王下8； 提前5 

鼓勵弟兄姊妹每天讀聖經。
大家可以下載   【靜思主話】手機程式。
若使用蘋果手機:scbcsf.org/appleapp
若使用Android手機:scbcsf.org/androidapp

讀經計劃

在前一個星期差傳年會之後共收到有121張決志回應表，有88人
表示想增加認識差傳，111人願意為福音傳遍代禱，48人願意做
差傳義工，51人有興趣參與下一年的短宣團隊;我們將會在這兩
星期計劃一系列的安排，好讓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夠參與福音
宣教工作，實現這些決志的意願。若你有任何提議，請與鄺傑安
Thomas長老聯絡: 415-683-8109;  fong2200@sbcglobal.net

宣     教



 
 

 

溢 樂 華 ⼈ 浸 信 會 
主日崇拜程序 

2019年 10月 20日 
 

10:00AM崇拜中心         主席：關浩弟兄 

11:30AM教育樓禮堂 主席：譚克成長老 

宣            召  主          席 

詩            歌    讚 美 小 組 

牧            禱    牧          師 

分解神的話語 牧師，我的妻子、我

的母親在那裡 

何伯昌牧師 

 馬太福音 22:23-33  

奉            獻  會           眾 

歡 迎 / 報 告  主           席 

祝            福  牧           師 

讚    美    頌    會           眾 
�
�

散會後請移步⼀樓交誼廳、享⽤茶點、彼此問安�
 

教        會 
 

1. 10/27(下主日)將於十一點半在教育樓室內運動場舉行浸禮, 第二
堂崇拜將暫停一次，鼓勵弟兄姊妹出席浸禮，共證主恩。 

 

2. 11/10 教會為感謝中文堂義工在過去一年的忠心事奉，將於下午五
時舉行餐會，詳情請與你的事工領袖聯絡，並於 10/27 日前回覆。 

 
3. 11/16(星期六)今年的感恩節慶祝會定於晚上七時半舉行。藉著詩

歌、獻詩和見證分享去感謝神在這一年的帶領和保守。鼓勵大家邀
請親友出席， 讓我們一起數算神賜給我們滿滿的恩典和祝福。  

 

事        工 
 
1. 您是否有興趣邀請和接待國際留學生到您的家中享受感恩節大餐，

並藉此機會向他們分享耶穌的愛？請在 11/13(星期三)或之前上網

登記成為接待家庭。詳情可電郵 eric.d.mah@gmail.com. 或上網 
bridgessanfrancisco.net/thanksgiving. 

 
2. 「聖誕禮物鞋盒」現在開始收集玩具、文具及個人衛生用品。弟兄

姊妹可把物資放入大堂收集箱。今年的包裝週為 11/18-11/24。詳
情請留意日後公佈。 

 
3. 今年感恩節與聖誕節期間鼓勵教會弟兄姊妹損贈不易變壞的食物，

交到教會收集箱，並透過城市事工幫助田德隆區有需要的居民。 
 

4. 城市事工(City Impact) 現在尋求義工幫助準備食物及派送膳食到

田德隆社區的居民, 日期為 11/10,11/22,12/15 和 12/25。請上網

報名 (sfcityimpact.com/events)並使用優惠碼 “SUNSET2019”。
原價每位$25，優惠價每位$10，另加上$2.85 手續費。 

 
 
 
 

新來賓聚會後請到崇拜
中⼼後園的「迎新桌」
接受紀念品並了解教會
活動及團契⼩組！����� 

 

中⽂部在每個星期三晚⼋
時舉⾏祈禱會。祈禱會中
先有詩歌敬拜，分享代禱
事項，然後分組祈禱。 

關懷事⼯圖書館於每
⽉第⼀及第三主⽇開
放�

請將無線電話聲量關掉並
預備⼼靈敬拜神。為保持
清潔請勿在禮堂內飲⾷。�
�



 
 

 

釋 經 講 道 系 列 
 

講員：何伯昌牧師         
題目：牧師，我的妻子、我的母親在那裡？ 
經文：馬太福音 22:23-33 
 
聽道⋯⋯ 
 
路加福音 23:42 ...「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
我！」 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
裡了！」 
 
不明白聖經的人(23, 29) 
死人復活的事(30,31) 
他是活人的神(32) 
 
行道⋯⋯ 
 
唱：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想：哥林多前書 15:50-54 
行：找機會去安慰和鼓勵那些正面臨死亡或已失去至愛的人。 
 

 

 

 

 

 

第四季主日學課程 
10 月 13 日至 12 月 15 日 

時間 : 11:45 am – 12:45 pm 
 

溢樂教會與 SAGOS (聖言資源中心)同工，教授

基本研讀聖經的方法（觀察、解釋及應用）。

本課程能使你更有信心學習神的話語。部份教

學將於星期六（10/5, 11/2, 12/7）上午 10 點至下午 1 點在教會通過視像

舉行，由賴若瀚師母主講。教學討論將於星期日 11:45 am (10/20-12/15) 

舉行。課程要求: 學生需要預備足夠的時間完成作業。 

教師：鄭識文牧師, 李志榮弟兄, 王馮梨珍執事   

地點：教學樓 CE#5 

 

約書亞死後，士師的時代，以色列人忘記耶

和華是他們的統治者，不斷重複反叛、跌

倒，而耶和華一而再，再而三的施憐憫，興

起士師去拯救以色列民。現今世代與士師時代的情形很相似，各人任意

而行，無神的法紀狀態，作屬神的子民應如何自處。藉著研讀士師記，

讓我們從這些士師（如底波拉、基甸、亞比米勒、耶弗他、參孫）的經

歷中學習，來仰望神那永不改變的慈愛和信實，順服在祂的權能下，走

出靈命的低潮，活出那得救贖恩典的喜樂。 

 教師：孟吳月梅姊妹, 甄慰慈長老    

 地點：教學樓 CE#4 

 

你認識你的信仰有多少?  雖然我們時常聽到

一些詞彙如三位一體的神, 罪, 撒但, 救贖, 

復活, 審判, 新天新地, 等等 ..., 但我們

對這些題目有深入認識嗎?  藉著聖經教導和討論, 盼望本班讓我們更

認識基督並學習信靠那位全知、全在、全能的神。 

 教師：周譚翠玲姊妹    

 地點：Annex basement 附屬樓地下 

 

扎根於查經 

士師記 

你信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