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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在聖誕節期間，為到中國大陸受政府打壓和逼迫的基督徒和教會
代禱。

2.	 為華盛頓州受龍捲風吹襲祈禱。求神賜憐憫平安給予受影響的人。
3.	 為教會明年主題方向禱告。求神幫助我們如何實踐作主門徒，作主見
證。

4.	 繼續為北加州山火善後工作和需要更多志願者幫助代禱。
5.	 為身體患病和剛做完手術弟兄姊妹復原代禱。

同心禱告

在新約以弗所書4:11-16，保羅帶出神建立教會其中一重要使命是建立
信徒成長。當中所用字眼包括成全，長大，長成，長進，增長。保羅以
這些說話鼓勵信徒要在屬靈生命上追求成長不可再作吃奶嬰孩。我們認
知屬靈成長要由認識神和作主門徒開始。因此，牧者，長老和執事在十
月中經過一日退修和商討，定立了教會以下三年主題	(2019-2021)：
「主啊！我們當作什麼？」。特別在2019年，我們重點放在	「作主門
徒	作主見證」。盼望藉著講道(從四福音學習作主門徒真諦),	主日學(從
聖經真理學習主門徒生活),	讀經祈禱(從屬靈操練學習主門徒建立),	和參
與教會全年其他事工學習屬靈生命成長。請大家為著我們明年主題方向
祈禱。

2019年

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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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一章至六章；馬太福音一章至六章

本週讀經計劃



溢 樂 華 人 浸 信 會 

主日崇拜程序 
2018 年 12 月 30 日 

 
 

10:00AM 崇拜中心                  主席：周譚翠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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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展到社區 

約翰福音 4:28-30, 39-42 

麥堅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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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1/13 家事會議 1:00PM 教育樓禮堂 

1/20 會友大會 1:00PM 敬拜中心禮堂 

1/27 迎新午餐 1:00PM 綜合活動廳 

 

為保持清潔請勿在禮堂飲食。請將無線電話聲量關掉。預備心靈敬拜神 

感謝在主日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招待組、司事組、讚美組、影音組、迎新組和財務組 

 

 

釋 經 講 道 系 列 
 
 

主題：外展到社區             

經文：約翰福音 4:28-30, 39-42     

 
一．進入社區分享見證 v.28-30： 

 

二．邀請人來接觸基督 v.39-42： 

 

講道筆記 

 

 

 

 

 

 

 

 

 

 

 

 

 

 

 

 

 



教     會 
 

1. 歡迎各位新來賓參加今天的主日崇拜！聚會後請到崇拜中心後園

的「迎新桌」，教會迎新組員會致送紀念品給您們！ 

 
2. 為鼓勵弟兄姊妹每日讀經，由明年 1月 1日開始，教會將推行一

日讀一篇舊約和一篇新約讀經計劃。盼望藉此能鼓勵弟兄姊妹更

深親近神。本週讀經計劃:創世記一章至六章；馬太福音一章至

六章 

 
3. 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二章這樣教導提摩太”要為萬人祈求，禱告，

代求，感謝。這樣做是美好的，是神所喜歡的”。為了鼓勵弟兄

姊妹更多在禱告操練上學習和追求，由明年一月九日星期三晚開

始，中文部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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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弟兄姊妹為這新

安排祈禱，預留時間參加。 

 

4.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將舉行 2019年第一季會友大會。屆時將投

票決定 2019 年的財政預算、講解及分享 2019 年的教會異象及方

向。請預留時間出席。中文部特於早一個星期日(1/13/2019)下午

1 時在教育樓禮堂舉行家事會議，講解及商討 2019 年的財政預算。 
 

5.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 1 時在教育樓綜合活動廳將舉行

迎新午餐。特邀 2018 年及 2019 年的新來賓一同認識溢樂教會及

每週的活動和團契小組。 

 

6. 由現在至今年的 12/31 日期間經 Paypal 奉獻，Paypal 將額外捐

出網上奉獻款項的 1%給教會。教會已在奉獻網頁

scbcsf.org/offering 加設示範短片幫助弟兄姊妹明白網上奉獻的

步驟。 

 

7. 2019 年奉獻信封只用作現金奉獻。所有作奉獻的支票請直接放

入奉獻袋。奉獻戶口的個人資料如有更改，請用設放在大堂的表

格作修改，填妥交回辦公室; 或上網填寫 scbcsf.org/envelope; 

持有電郵及信用卡者可參考電子奉獻方法，scbcsf.org/offering

提供短片示範如何進行網上奉獻，查詢詳情請電郵財政部

(accounting@sunsetchurchsf.org) 。 

 

 

事   工 
 

1. 青少年冬季退修會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至 21 日在紅木基督教營地

舉行。鼓勵就讀初中，高中或大學的學生參加，不要錯過“救援”

冬季退修會！請在 sunsetchurchsf.org/winterretreat2019 註冊，查

詢請電郵 youth@sunsetchurchsf.org。 

 

2. 明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將設兩班主日學，基督徒生活指

南：約翰壹書及「福音書中的比喻」。詳情請參閱附頁。 

宣     教 
 

1. 教會將於一月份差遣一支由 10人組成的宣教團隊前往泰國。請

為加入宣教團隊的隊員、策劃工作和經濟支持方面祈禱。您可

以通過 https://www.sunsetchurchsf.org/missions/ 進行捐款。 

 

2. 鼓勵有意在不同文化中事奉或更多了解和參與宣教的弟兄姊妹

查詢或註冊參與 2019 年的短宣隊。在 12 月份，弟兄姐妹可在

教會大堂資詢有關明年各短宣隊的安排。詳情請上網參閱

http://www.scbcsf.org/missions。 

 

聯   繫 
 

1.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正在收集禮物卡(Gift card)來轉贈給受人

口販賣傷害的人仕。如有意參與此捐贈活動，請將新買或有餘的禮

物卡投放到大堂收集箱。 

 

2. Butte County 災區仍有很大的需要。Victor Chan 將帶領一隊義工隊

於 1/17 日在當地附近酒店住宿，以便 1/18 日早上可以立刻幫助居

民和社區。弟兄姊妹請於 1/4 前上網報名(scbcsf.org/relief)。如有

意了解詳情，請與 Lorraine Lee 姊妹聯絡

(lorraine.lee@sunsetchurchsf.org)。 

 



2019年春季主日學 

日期 1/20 至 3/31. 時間 11:45 至 12:45pm. 

 

基督徒生活指南：約翰壹書 

 

你想過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督徒生活嗎？約翰所寫的書信就是要幫

助你做到這點。書信裏充滿了愛與實際的能力，使你能在這伏於

惡者手下的世界中經歷得勝的生活。約翰更進一步邀請你行在光

明中，與神和主內弟兄姊妹相交。接受這樣的邀請，與他們一起

成長吧！當你研讀並應用這書信時，你會很自然地逐漸表現出神

兒女應有的生命特質。 

教師：Jerry Kwan 弟兄，Wayman Sit 長老  

地點：教育樓 CE4 

 

 

 

「福音書中的比喻」 

 

「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 至於別人, 就用比喻, 叫他們看也

看不見, 聽也聽不明。」(路加福音 8:10) 

主耶穌在世作教導的時候, 當時的聽眾有不同的反應, 因此主耶

穌用不同方式去傳達真理, 其中一樣是用比喻。  

主耶穌藉著自然界或日常生活的事物比較祂所要傳達的信息, 讓

聽者容易明白及記憶, 只要他們主動思想主耶穌的教訓, 就可從

每個比喻學習其中心真理。 

讓我們作一個有回應的門徒, 從主耶穌的比喻學習有關天國、作

主門徒的屬靈真理。 

教師：孟吴月梅姊妹  

地點：教育樓 CE3 

 

2019年春季主日學 

日期 1/20 至 3/31. 時間 11:45 至 12:45pm. 

 

基督徒生活指南：約翰壹書 

 

你想過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督徒生活嗎？約翰所寫的書信就是要幫

助你做到這點。書信裏充滿了愛與實際的能力，使你能在這伏於

惡者手下的世界中經歷得勝的生活。約翰更進一步邀請你行在光

明中，與神和主內弟兄姊妹相交。接受這樣的邀請，與他們一起

成長吧！當你研讀並應用這書信時，你會很自然地逐漸表現出神

兒女應有的生命特質。 

教師：Jerry Kwan 弟兄，Wayman Sit 長老  

地點：教育樓 CE4 

 

 

 

「福音書中的比喻」 

 

「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 至於別人, 就用比喻, 叫他們看也

看不見, 聽也聽不明。」(路加福音 8:10) 

主耶穌在世作教導的時候, 當時的聽眾有不同的反應, 因此主耶

穌用不同方式去傳達真理, 其中一樣是用比喻。  

主耶穌藉著自然界或日常生活的事物比較祂所要傳達的信息, 讓

聽者容易明白及記憶, 只要他們主動思想主耶穌的教訓, 就可從

每個比喻學習其中心真理。 

讓我們作一個有回應的門徒, 從主耶穌的比喻學習有關天國、作

主門徒的屬靈真理。 

教師：孟吴月梅姊妹  

地點：教育樓 C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