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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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士11；徒15      7/29： 士12；徒16          7/30： 士13；徒17
7/31:士14；徒18       8/1： 士15；徒19            8/2： 士16；徒20
8/3：士17；徒21         8/4： 士18；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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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邀請弟兄姊妹7/31晚9點到三藩市機場中國南方航空櫃檯旁差遣尼泊爾短宣
隊出發。在為期10天的短宣中，將與當地教會合作，提供免費醫療、牙科保健
和視力檢查。 他們還將舉辦兒童活動和探訪痳瘋村及分發衛生用品包，並分
享個人得救見證。 通過他們的事奉與當地人相處，我們祈求人經歷上帝的愛。

         
        請為短宣隊代禱：
        已出發的贊比亞（7/12-25)及日本(7/18-29)
        準備中的尼泊爾(8/1-10)及柬埔寨(8/22-9/3)
 
2. 8/16日(9am-3pm)教會將會幫助Lawton Elementary和Francis Scott Key 

Elementary兩間學校預備開學。與過去幾年的安排相似，我們將為兩所學校
提供兩個時段 (上、下午) 的選擇，更歡迎弟兄姊妹兩個時段都參與。詳情和報
名請瀏覽教會網頁:scbcsf.org 

宣     教



 

 

溢 樂 華 人 浸 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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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AM崇拜中心               主席：何健江弟兄 

11:30AM教育樓禮堂 主席：林偉雄弟兄 

宣            召  主          席 

詩            歌    讚 美 小 組 

牧            禱    牧          師 

分解神的話語 浪子 何伯昌牧師 

 路加福⾳ 15: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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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 經 講 道 系 列 

 

 
題目：浪子 

經文：路加福音 15:11-32 

 
聽道⋯⋯ 

 

約翰福音 15:4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
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

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往遠方去／仍留家中(15:13) 

醒悟過來／一切是你(15:17，31) 

死而復活、失而又得(15:24，32) 
 

行道⋯⋯ 
 

唱：親愛主你今召我回來 

想：使徒行傳二章 32 至 39 節 
行：醒悟過來，重新立志，跟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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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親愛主你今召我回來 
 
親愛的主！你今召我回來，面臨你愛，使我深覺慚愧， 
像我這樣，你竟還肯愛我，啊主你愛，真是令人難猜！ 
  

我雖曾說：主啊我深愛你；雖曾自誇；我永不離開你； 
曾幾何時，我又將你離棄，向你背約，使你傷心嘆息。 
  

但是主啊！你不因此灰心；你那妙愛，催你將我找尋， 
直到尋見懷抱我在你心，撫我領我，使我歸回羊群。 
  

主啊現在我不敢離你懷，我又何敢，辜負你的恩愛， 
我懇求你保守我不失敗，直到你愛，被我充份了解。 
  

（副歌） 
主啊你愛，奇妙的愛，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 
雖然我曾一度叫你傷懷，但主你愛卻又將我找回。 
 

事     工 
 

1. 溢樂中文學校 2019-2020 年度的課程現正接受報名。學校提供
粵語和國語課程,教授讀寫技巧,歡迎一至五年級的學生報名。
請上網(sunsetchurchsf.org/chineseschool),或前往教會辦
公室索取章程及報名,或致電 415-566-6673,或電郵
chineseschool@sunsetchurchsf.org。 
 

2. 上星期六的中英部郊遊活動完滿結束並有 500 多位弟兄姊妹參
與。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上網瀏覽或訂購當日的活動照片(沖
印公司與教會無關)。sunsetchurchsf.org/picnic2019 

佈 道 會 
 

1. [台灣六龜山地育幼院詩班]將於 8/2-8/11 日在灣區多間教會
中演唱。而「恩雨之聲」主辦的一場 8/3 日週六將會於 San 
Mateo Aragon High School 舉行『 山中傳韻』詩歌佈道會，
免費憑票入場，門票索取請向教會辦公室或電話( 650)786-
4588。  

尼泊爾代禱卡尼泊爾短宣隊 (8/ 1-8/10) 

隊員第三行(左至右): 
Raymond Chan, Shirley 
Chan, Chloe Chan, 
Gianna Chan, Paul Ho 
(Team Leader), Vaness 
Ho, Nina Tom, Kim Ng, 
Polly Leung 
第二行(左至右): Apple 
Lai, Po-Ming Chu, 
Alicia Chun, Micah Lee

第一行(左至右): Margaux Chu, Caleb Chu, Vernon Lee, Lydia Lee, 
Melody Lee, Ben Lee, Sharon Lee (不在照片中) 
 

尼泊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自從 2008 年政府採用世俗民主制

以來，尼泊爾的基督徒人數一直在上升，但在絕對君主制於 2008 年結
束之前，基督教宣教士一直被禁止進入該國，但現在已有 8,000 多教會
和一百多萬信徒。目前，尼泊爾的教會是增長最快的教會之一。尼泊爾

的信徒渴望得到裝備和訓練，以便他們可以為自己的人民服務。 
 

我們的短宣隊將與當地教會和一群宣教士合作,為當地村莊提供護理，
並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並將他們與教堂聯繫起來。請為他們代禱： 

 
1.祈求神使用我們將神的愛和福音信息帶給尼泊爾人民 
2.祈求我們遇見的人願意敞開心門接受主 

3.為我們在加德滿都/村莊的兒童和青少年外展禱告 
4.為我們的 5個醫療診所以及前來看醫生和驗光師接受身體和精神治療

的人禱告。 
5.為短宣隊的和諧與團結禱告。祈求我們可以靈活變通，學會信靠上帝

的計劃，而不是我們自己的計劃,並且有聖靈而來的辨別力。 
6.為短宣隊中每個人的健康,安全和旅程禱告。為孩子們祈禱不要受到

嚴重的傷害或疾病。 
7.祈求我們帶來的禮物(事工,藥品,眼鏡)將祝福尼泊爾的人民和事工。 
8.為宣教士希瑟和邦德的智慧和領導禱告，並祈求何牧師以智慧領導團

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