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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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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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主題 : 如火挑旺 (提摩太後書 2 Tim.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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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神的話語來敬拜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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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體力行回應神 

 

      講員 

     Pastor 
   

   

 

紅海面前必有路 

經文:出埃及記 14:15-31 

大綱: 

 

一、領袖的責任-全然聽從 神,舉手向海伸杖(Exd.14:15-17) 

1. 聽從 神而不是依靠自已- 神動工 (Ps.136:1,4,13-15) 

2. 看重神的榮耀-不必在意困難 (Exd.14:3-4) 

按衪的時間, 衪的方式, 衪的應許-衪自己的榮懼 

 

二、百姓的責任-全然順從,下海走乾地(Exd.14:16-22) 

1. 在海邊安營-目前之處境 (Exd.14:1-2) 

前有大海, 後有追兵, 周圍是曠野 

2. 往前走-下海走乾地 (Exd.14:15-16) 

水退去, 水分開, 海成了乾地 

 

 

三、耶和華神為祂的百姓爭戰(Exd.14:23-31) 

1. 再次向海伸杖- 完全順服 (Ps.107:28-29) 

2. 完全拯救及得勝- 百姓敬畏神 (Exd.14:30-31) 

 

 

結論: 

1. 行事為人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2Cor.5:7) 

2. 神對我們的要求是-聽從, 順服 

3. 神要我們作的事都是容易且是作得到的 

4. 全然信靠衪就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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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鼓勵。新朋友歡迎留步參加聚

會後的生命小組，並請留下資料讓我們日後方便聯絡關懷

您。 
 

 

2. 兒童奉獻禮 
雅歌堂預定在感恩節主日(11/21)舉辦兒童奉獻禮。兒童

奉獻禮是父母願意依照聖經的教導養育孩子並願意讓神

帶領孩子一生的獻上。歡迎有意願的父母向師母或 Annie

報名，報名時請提供孩子的全名及生日，謝謝。 
 

3. 2021第二次會員大會 
2021第二次會員大會安排在下主日(11/14)會後，請會員

安排當日留步參加關心雅歌堂事工與計畫。若您為會員卻

因故無法出席，請向牧師或師母請假，以便統計確切會員

出席人數，謝謝。 
 

4. 2022新提名執事 
本年度提名委員會提名以下四位弟兄姊妹為明年度新任

執事，請弟兄姊妹關心代禱：韓 冰(Bing Han)弟兄、張

景春(Peter Zhang)弟兄、林 杰(David Lin)弟兄、李昀

杰(Jenny Lee)姊妹。 
 

5. 感恩主日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參加 11/21上午十時的感恩主

日。讓我們一起在詩歌敬拜、生命見證、雙語信息、兒童

奉獻裡中感謝神豐盛的賞賜。除此之外，會後歡迎弟兄姊

妹留步參加園遊會，我們會擺放不同攤位供大家參與遊戲

及享用午餐。 
 

6. 英文牧師卸任 
雅歌堂英文部廖牧師因考量父親身體不適需親人就近照

顧，因此將於本會服事致 2021年底以便接下來預備明年

全家搬回台灣事宜。雅歌堂將於 12/18 週六上午十時為他

們一家舉辦歡送感恩禮拜，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雅歌堂成人主日學】 
***兩班主日學均於 11/14 及 11/21兩特別主日暫停*** 
 

1.  「天堂在哪裡」成人主日學 
每主日會後 11: 15AM 在 A3教室由錢文燾弟兄帶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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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日 11:30AM Oceanside 實體主日崇拜開始 

11/14 日 11:30AM 會員大會 

11/21 日 10:00AM 感恩節主日、兒童奉獻禮 

12/19 日 10:00AM 聖誕主日 

12/24 五  7:00PM 平安夜聚會 

 

【雅歌堂團契介紹】 
 

Agape Baby 

聚會時間：每週五晚上 7:30 

聯絡人： Audrey Wang audreyyw@gmail.com 

ZOOM ID：4628977071 | Passcode：224466 

 

➢ 簡介 

"We love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Agape is a ministry of HOPE to help Chinese-American 

young families around the greater San Diego area to 

Biblically build a close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within our families and among each other.  

我們的身邊整天都有一群停不下來的小孩，在這活潑的團

契中，我們與小孩子們一同成長,ㄧ同敬拜。歡迎有興趣的

家庭一起來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