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世界新的是姜要成就     新年新希望 

 

 

一. 盼望帶給人_______的意義和積極的人生( Rm.8:19-21) 

 

              1. _______是盼望的基礎-(Heb.11:1) 

 

              2. 有盼望的人方式-(Gen.39:1-3,6-9) 

 

              3. 有 主耶穌就有_______-（Eph.2:11-12) 

 

         二. 盼望帶給人_______勝過困難（Rm.8:17-18) 

 

              1. _______的困境- (1Sam.22:1-4) 

 

              2. _______的榮耀-（2Cor.4:17-18) 

 

              3. 領受及_______ 神的愛- （Rm.5:2-5） 

 

 

 

          

             ** 請 將 手 機 關 掉 或 調 到 振 動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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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一)          01-02-2022                                       

 

經文: 以賽亞書 37:30-32 

 

大綱: 

 

      一. 在危難中,神回應君王的禱告(Isa.37:14-15;20) 

 

          1. 應當轉向 神-禱告 (Ps.56:3-4) 

 

          2. 先知的啓示- 禱告 (Isa.37:6-7) 

 

 

      二. 在危難中,神的拯救及祂的應許(Isa.37:30-31) 

 

          1. 三年的計劃- 証據, the sign for you 

 

          2. 這是剩餘之民的責任- 帶應許的命令 

 

 

       三. 這是我們服事及生命成長的目標(Isa.37:31-32) 

 

           1. 往下扎根-主耶穌是我們 信心及愛心的根基 (Eph.3:16-19) 

 

            2. 向上結果- 生長, 成熟, 長成基督的身量 (Eph.4:11-13) 

 

           3. 神必能成就祂的應許- 完全的拯救 (Isa.37:35-38) 

 

結論: 

      1. 新的一年, 立志為自己的家及 神的家禱告 

         2. 往下扎根的工作是隱藏的,不是表面功夫 

         3. 往下扎根是老我的破碎,成為好土 

         4.  向上結果是生命成長自然的表現 

 



 

【報告事項】 

感謝神，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的眼目看顧著我們，

所走過的路徑都滴滿神的脂油，神以恩典為年歲的 

冠冕。敬祝弟兄姐妹新年蒙恩。 
 

1. 歡迎今天來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及朋友們，盼望您在

此屬靈的家得著神的安慰及鼓勵。新朋友歡迎留步享用愛

宴，並請留下資料讓我們日後方便聯絡關懷您。 
 

2. 2022 長老/執事：長老:魏裕修 Patrick Wei 

執事會主席/EM: 蕭敬儒 Ronnie、副主席/關懷:韓冰 Bing Han、

書記:梁南山 David Leung、靈修部:張景春 Peter Zhang 

財務:沈彥廷 Endeavour Shen、崇拜部/基督教教育: 李強 Ray、 

外展/Multimedia:李昀杰 Jenny Lee、宣教/EM: 蔡承懿 Victor、 

兒童教育: 陳淑慧 Rosemary Fong、行政/總務:廖正欽 Alex、

團契:牛剛 Gang Niu、 

英文部:崇拜/團契:林杰 David Lin、關懷:周巽容 Jenny Chou、  

第一堂(Oceanside):關懷: 張景春 Peter 

請弟兄姐妹為長執們禱告，求神加添智慧能力、愛神愛人

的心，對神渴慕、生命與生活成為群羊的榜樣，謝謝。 
 

 

3. 一起同工、參與服事 
雅歌堂開始實體聚會至今已數月，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弟

兄姐妹回到我們當中。目前家裡需要影音設備及兒童主日

學的幫助，請願意參與家事的弟兄姊妹跟同工聯絡，各部

門會安排培訓。(影音請聯絡 Ronnie 或 Ray 弟兄，兒主請

聯絡 Rosa 或 Janet 姊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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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開

始將同時提供 ZOOM 和 YOUTUBE 直播。 
 

 

5. 2022 主日愛宴 
請弟兄姐妹有意願參與主日愛餐服事，請聯絡總務執事廖

正欽弟兄(Alex)，謝謝。 

 

 

 
 

【雅歌堂成人主日學】 
 

*1/9主日後恢復上課* 
 

1.  「天堂在哪裡」成人主日學 

每主日會後 11: 15AM 在 A3 教室由錢文燾弟兄、韓冰弟兄負

責「天堂在哪裡」課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2. 「Rhythms of Rest」青年主日學 
每主日會後 11:15AM 在大堂由 Bella Zhu 神學生帶領

「Rhythms of Rest – 今天你趕/敢 due 了嗎?」的青年主日學

預熱課，歡迎學生及社青階段的弟兄姊妹參加! 
 

【雅歌堂行事曆】 
01/09 日 10:00AM 執事就職 

02/13 日 10:00AM 第一次會員大會 

 

 

【雅歌堂團契介紹】 
 

  恩典團契 

  聚會時間： 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個週六早上 10:00 ZOOM 聚會 

  聯絡人： 陳素美姊妹  phinney4@yahoo.com 

  ZOOM ID： 511 210 347 | Passcode： 002409 

 

 ➢ 簡介 

  我們是住在教會北區一群年長和退休的弟兄姊妹 ，我們在主裡  

  彼此建造相互扶持一起享受主的愛。聚會內容有詩歌讚美，禱 

  告，健身操，查經/專題討論。歡迎加入我們! 

  聚會以中文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