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幕- 同心合意的事奉及建造

雅 歌 堂 基 督 教 會
House of Praise Evangelical Church

經文: 出埃及記 26:1-11
大綱:
一. 神賜給我們不同的恩賜建立帳幕-山上的樣式 ( Exd.26:1-6)
1. 每個人恩賜不同- 卻只有一個目的 -建立教會 (Rm.12:6-8)
2. 互相聯絡- 互相成全及建立 (Rm.12:3-5)
二. 真正的帳幕是主耶穌基督 - 神與人同在 ( Jn.1:14; Rev.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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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耶穌基督為房角石- 主耶穌 (Eph.2:18-22)
2. 順服聖靈的帶領- 合而為一,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Eph.4:1-6)
三. 數量雖多,但是卻能完全合一完成建造 ( Exd.26:7-11)
1. 不能合一的原因- 以自我為中心 (1Cor.3:1-3)

歡迎介紹報告

以主的愛歡迎敬拜

Welcome Announcement

敬拜讚美
Worship/Praise/Prayer

讀經信息
回應禱告
Response/Prayer

司會
Presider

以詩歌奉獻來敬拜

以領受神的話語來敬拜

Message
2. 謙卑順服- 成長以至成熟 (Eph.4:11-16)

Vol.18 No.32

以身體力行回應神

領詩/牧禱
Worship Team

講員
Speaker

講員
Pastor

結論:
1.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所以不要比較
2. 學習尊重並且欣賞他人的恩賜及特質

服事同工

3. 參加小組或團契,是生命成長最好的地方

講

4. 教會是神的家,也是我們的家,一起來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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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雅歌堂行事曆】

歡迎今天來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及朋友們，盼望您

8/19-21
8/27
9/4
9/17

在此屬靈的家得著神的安慰與鼓勵。新朋友歡迎留步享
用愛宴(11:45AM)，並請留下資料讓我們日後方便聯絡關
懷您。
2.

家庭歡樂日野外禮拜
9/4 主日為教會一年一度的家庭歡樂日!
全教會將一起到 San Dieguito Park 野外禮拜、遊戲、
野餐，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3.

按立傳道雙語禮拜
雅歌堂將於 9/17 週六上午按立林義安弟兄為本教會傳
道，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4.

「活潑的生命」靈修
-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全教會的靈修進度，讓神的話語成
為您每日的亮光，也讓我們的感動彼此建造。若您想
訂閱，請聯絡各團契負責人或 Ronnie 弟兄，謝謝!
- 本週金句:「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
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上帝同行。」創世紀
6:9
- 若您還未訂閱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歡迎您到
youtube 收聽每天靈修進度。
https://www.youtube.com/user/cgntvchina

5.

代禱事項
- 請為疫情後教會許多事工的恢復及需要代禱 (若
您願意參與服事，請與 Annie 或 Olive 姊妹聯絡)
- 為八、九月的事工計畫禱告
- 為生病、心裡軟弱或失去至親的肢體禱告，求主醫治
安慰

姜牧師、師母於芝加哥帶領特會
團契同工培訓
Family Fun Day 野外禮拜
按立林義安弟兄為本教會傳道

【雅歌堂聚會資訊】
|線上主日|
為提供不方便參加實體聚會的弟兄姐妹參加主日，歡迎使用
ZOOM 或 YOUTUBE 直播聚會。
ID: 88586607973 / Password: HOPESD
|成人主日學|
每主日會後 11: 15AM 在大堂有「釋經學概論」幫助弟兄姐
妹更了解聖經，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Encinitas 禱告會|
-

-

每週一晚上 8:00
Zoom ID: 816 8269 4433
Passcode: 039415
聯絡人: 李強 senlin77@gmail.com
每週六早上 8:00
Zoom ID: 827 7379 9688

Passcode: 263506
聯絡人: Ken mathematic15@hotmail.com
|Oceanside 禱告會|
- 每週三下午 2:30
Zoom ID: 511 210 347
Passcode: 002409
聯絡人: 孫裕美 sidneychen@a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