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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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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介紹報告 
Welcome Announcement 

以主的愛歡迎敬拜       司會 
    Presider 

敬拜讚美 
Worship/Praise/ Prayer 

以詩歌奉獻來敬拜 
 

  領詩/牧禱 
 Worship Leader 

 
讀經信息   
Message 

領受神的話語來敬拜 
 
      講員 
    Speaker 

回應禱告 
Response/Prayer 

以身體力行回應神 
 

      講員 
     Pastor 

   
   

 

荒漠甘泉 

經文：出埃及記 15:22-27 
大綱： 

      一. 曠野荒涼的道路-真實的人生（Exd.15:22-24) 
 
             1. 炎熱及乾旱-曠野之路 
 
             2. 不能喝的苦水- 抱怨, 瑪垃 
 
         二. 將需要及困難帶到 神面前-禱告（Exd.15:25-26) 
 
             1. 神的應許及指示-留意聽從，遵守一切的律例 
 
             2. 信心的回應- 一棵樹 
 
             3. 苦水變成甜水- 逆境中的功課 
 
             4. 祂是醫治的 主-應許 
 
         三. 以琳的活水泉源-供應 (Exd.15:27) 
 
             1. 神預備豐富的泉源-十二股水泉 
 
             2. 神預備安息之地- 七十棵棕樹 
 
結論： 
            1.神既然拯救我們就必拯救到底 
            2. 留心聽從遵守 神的話，就必蒙福 
            3. 從瑪拉到以琳是信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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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慶基督降臨 
十二月是我們歡慶基督降臨的月份，願神賜下喜樂的靈充
滿在我們的心中。邀請弟兄姐妹一起預備時間參加雅歌堂
12/19 的聖誕主日和 12/24 晚上 7 時於 Encinitas 母堂的平
安夜聚會。 

 

3. 按立林義安弟兄為傳道人 
感謝神呼召林義安弟兄多年委身服事神的家，並在神學院
裝備他。雅歌堂將於 12/12 主日聚會按立林義安弟兄為傳
道人，歡迎弟兄姊妹一起參加。 
 

4. 愛宴 
雅歌堂於本月開始重新供應簡單早餐與愛宴。歡迎弟兄姊
妹聚會前後於大堂外更多交流與彼此關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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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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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週日會後為他們一
家舉辦歡送感恩禮拜，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7. 2021 年度奉獻 
2021 年度奉獻統計將於 12/26 主日截止，請弟兄姊妹於
12/26 前完成今年的奉獻。  
若弟兄姐妹欲用股票奉獻給教會，請聯絡財務執事沈憲恩
弟兄(Endeavour)，謝謝。 

 
 
 

 

【雅歌堂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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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日 10:00AM 按立林義安弟兄為傳道人 
12/19 日 10:00AM 聖誕主日|11:30AM 歡送廖牧師一家 
12/24 五  7:00PM 平安夜聚會 
 

【雅歌堂團契介紹】 
 

4630 GOD PLUS US 
聚會時間：每週四晚上 6:30 實體聚會 @ HOPE CHURCH 
聯絡人： Jenny Lee 
ZOOM ID：4926377758 | Passcode：4630  

(7:30PM 與實體聚會同步進行) 
Ø 簡介 

我們是一群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有上班族也有研究生。在
享用晚餐之後有深入的聖經探討，也有不同的專題分享，和
職場以及情感講座。希望透過聚會和分享帶領人來認識神 
並尋見生命的標杆。如果這也是你的尋求，歡迎加入我們的
大家庭。請記得每週四晚上六點三十分 就是我們四六三零! 
We are a young adult fellowship consisted of post 
graduates and working people. We dive deep into 
scriptures and learn from various relationship and career 
workshops. Through fellowship and sharing, we bring 
people closer together and closer to God. Join us and our 
big family every Thursday night at 6:30 when dinner is 
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