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乃山之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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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出埃及記 20:12-21
大綱:
一. 第五誡命: 當孝敬父母 ( Exd.20:12)
1. 當孝順及尊重父母- ( Eph.6:1-2)
2. 帶著應許的誡命- 聽從 ( Deut.5:16; Eph.6:1-3)
二. 第六誡命: 不可殺人(v.13) - 當尊重生命及生命的主
1. 珍惜生命- 自已及他人
2. 當尊崇生命的主- (Eccl.3:11;Mt.5:21-22)

(760)944-0944 www.hopesd.org
辦公室地址 511 Encinitas Blvd., Suite 104, Encinitas
第一堂崇拜 (中文) 240 Grace Street, Oceanside
第二堂崇拜 (中/英) 511 Encinitas Blvd., Suite 104, Encinitas
主任牧師：姜禮振牧師 Michael Chiang (858) 354-3168
中文牧師：張 明牧師 Daniel Chang (925) 216-6720
長老：魏裕修長老 Patrick Wei (760) 942-4913
2022 年主題 :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以賽亞書 Isa.37:31)
主後二零二二年六月五日 上午 10:00

三. 第七誡命: 不可姦淫 (v.14) - 聖潔的生活及關係
四. 第八誡命: 不可偷竊 (v.15) - 一切所行當榮耀 神
五. 第九誡命: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v.16) - 行公義, 好憐
憫

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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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Praise/Prayer

讀經信息

1. 欲望永無止竟- ( 1Tim.6:10)
2. 知足常樂 - (2Thess.5:16-18; Phil.4:11-13)

回應禱告

在家孝敬父母, 照顧兄弟姊妹就是榮耀 神
不可作出傷害自已生命的事,
愛神與愛人同樣重要(1Jn.4:20-21)
知足感恩, 敬虔度日是蒙福之道

** 請 將 手 機 關 掉 或 調 到 振 動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

以主的愛歡迎敬拜

Welcome Announcement

六. 第十誡命: 不可貪戀他人的財物 (v.17) - 貪念, 貪財是
萬惡之根

結論: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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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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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人員
為保護教會弟兄姊妹的安全，執事會已聘請保全人員
於每主日上午在教會四周巡邏。

3.

代禱事項
- 姜師母的母親於週一(5/30)上午安息主懷，請弟兄姊
妹在禱告中紀念，願主安慰看顧師母及她的家人。
- 請為美國近期幾件槍擊案的受難者家屬及受傷的弟兄
姊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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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使用 ZOOM 或 YOUTUBE 直播聚會。
ID: 88586607973 / Password: HOPESD

5.

每日靈修
請弟兄姊妹開始使用「活潑的生命」作為每日靈修的教
材，並留意每日於教會 facebook 或 email 的提醒。

6.

歡迎加入服事行列

- 兒童事工部需要兩名學前班和兩名小學老師，若您
有感動想要參與服事，請與陳碩(Preschool)和
Janet Wei / Rosa Fong(Elementary) 聯絡。
- 詩班邀請會彈鋼琴的弟兄姊妹參與司琴的服事，請
有感動的弟兄姊妹和 Annie 聯絡，謝謝。
- 想報名暑期短宣隊請向蔡承毅弟兄 Victor 聯絡。
7. 想了解更多雅歌堂詳情與團契請掃 QR Code:

【雅歌堂成人主日學】
「釋經學概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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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歌堂行事曆】
6/19

父親節雙語聯合崇拜

【雅歌堂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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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