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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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撒下11；林後4      9/16： 撒下12；林後5       9/17： 撒下13；林後6                                  
9/18:撒下14；林後7       9/19： 撒下15；林後8       9/20： 撒下16；林後9 
9/21：撒下17；林後10     9/22： 撒下18；林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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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非洲短宣分享會於早上10時在教育樓禮堂以英語舉行。Theo將會分
享與Hands at work合作在非洲短宣的喜樂與挑戰。

 
2. 9/21(下星期六)早上9時至下午3時在敬拜中心禮堂，教會將與海外基督
使團(OMF)為宣教舉行禱告會，並會以英語進行。請來與弟兄姊妹一同
關心國家及世界的宣教需要。 禱告會有午餐供應及托兒服務。 請儘早報
名:sunsetchurchsf.org/prayerday.

 
3. 感謝神的帶領和保守, 柬埔寨短宣隊經過十二日在當地的工作已經平安

歸來，很想與你分享當中的經歷。將會安排在9/29,下午一時在教會運動
場舉行 [柬蒲寨短宣分享會], 特別預備柬式午餐, 及分享如何為柬蒲寨的
事工繼續代求。午餐每位$3。請到教會樓下Kiosk或網上報名scbcsf.org/
cambodiasharing。 

4. 10/4-10/6(週末）舉行宣教年會，詳情請參閱附頁。

宣     教



 

 

溢 樂 華 人 浸 信 會 
主日崇拜程序 
2019年 9月 15日 

 

10:00AM崇拜中心               主席：甄何嬋麗姊妹 

11:30AM教育樓禮堂 主席：王馮梨珍執事 

宣            召  主          席 

詩            歌    讚 美 小 組 

牧            禱    牧          師 

分解神的話語 「釋放你的喜樂!」 鄭識文牧師 
 馬太福音 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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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你的喜樂!」 
經文：馬太福音 20:1-16 
講員：鄭識文牧師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1) 園主招聘工人 (20:1-7)  
園主給工人的工資合理嗎? (20:4) 
 
 

(2) 工人對薪酬的爭議 (20:8-15) 
a. 遲來的工人先拿工資 (20:8-10) 
b. 最先來工人的埋怨 (20:11-12) 
c. 園主的回應 (20:13-16) 

 
最先來工人的埋怨合理嗎?  他們內心的問題是什麼?    
 
 

(3) 總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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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        會 
 

1. 9/27(星期五)益康團契將於上午 10:15 舉辦免费健康專題講座，屆

時邀請耳鼻喉科何其康醫生詳細講解『耳鼻喉的健康、疾病與保
養』，並解答聼眾提出的問題。請帶同親友参加，備有午餐享用。 

 

事        工 
 

1. CYAF 職青團契將於 9/20-9/22 在 San Anselmo 舉行退修會。主
題為「重新聚焦 Refocus」，三日營費$200；9/21 日單日營費
$30。有興趣可電郵 cyaf@sunsetchurchsf.org 或聯絡鄭識文牧

師。請於 9/15 日前報名。 
 

2. 9/22，下主日一時將在室內運動場舉行安全訓練。教會將供應午
餐，誠意邀請事工及團契或小組領袖參加。請於 9/19 前報

名:scbcsf.org/safety. 
 

3. 9/28,下午 1 - 4 時教會和 Walgreens 合作為社區提供免費流感疫
苗注射。活動在崇拜中心大堂舉行。數量有限，疫苗適用於七歲或

以上人士，請帶備身份證及醫保卡。 
 

4. 10/6 教會的特別需要事工將於中午十二時在教會附屬樓(Annex)的
地庫舉行特別需要訓練，以英語進行。有興趣了解或報名請上網参
閱:scbcsf.org/training101 
 

5. 10/19,Alpha Pregnancy Center 的步行活動將於星期六舉行。步
行結束後，參與者會一同分享午餐 (BBQ)。請到大堂或上網報名
scbcsf.org/wfl2019 或與 Gary 聯絡(dr.gin@sfpeds.com)。 
 

6. 新一期的查經團契(BSF)在九月初開始，今學期主要查考使徒行
傳，在不同教會進行，並設有中文查經班。詳情及報名請電郵
eddieswhong@yahoo.com 
 

7. 年輕家庭事工每月第一及第三週六，晚上 5至 7時聚會，現需要聘
請托兒(嬰兒至三歲)及兒童活動事工助理。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與
鄭識文牧師或 Matia Lau 姊妹聯絡。 

 

 

宣教年會：要去！Go！ 
	
10/4 (星期五) 晚上 7 時 30 分至 9時，  

主題：宣教，與我何干？ 
 
10/5 (星期六)， 

中午 1至 2時  宣教美食      
中午 2時至 3時 30 分 講座：中南美洲的日與夜 
晚上 7時 30 分至 9時 主題：今日華人教會當作什麼？ 

 
10/6 (主日)  早上 10 時或早上 11 時 30 分，  

主題：大使命再思 
 
講員:曾湛光牧師簡介 
  

曾湛光牧師出生於中國，香港長大，中學畢業於英華書院，一
九七七年於加拿大卡城的 University of Calgary 取得商科學士學
位，一九九五年蒙召，先後於草原神學院(Prairie Graduate 
School)及三一大學(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受造就取得神學
文憑及領袖學碩士學位。歷任華人福音普傳會加拿大的委員.現任
加拿大華人宣道聯會的副執行幹事，負責推廣海外宣教及植堂事
工。 

曾湛光牧師早期是 1/3 義務傳道人，1/3 宣教士及 1/3 生意
人。曾經營出入口、旅行社、冲晒攝影、招牌廣告及連銷快餐店
Arby’s 等生意共約二十多年，供日常生活及部份宣教事工所需。
自一九九八年開始往巴拿馬及其他中南美洲國家短宣及推動北美
教會的差傳事工。從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五年成為加拿大宣道會
在巴拿馬的全職宣教士。在二零一五年五月被邀成為加拿大華人
宣道會聯會的副總幹事負責海外宣教事工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