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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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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盛宴 

經文：出埃及記 16:1-23 

大綱： 

一. 百姓在曠野的需要- 在汍曠野 (Exd.16:1-5) 

 

      1. 饑饑的百姓- 抱怨, 懷念埃及 

 

      2. 從天降糧食-應許-必定不餓, 永遠不渴 (Jn.6:31-35) 

 

二. 神在曠野的供應- 因衪顧念百姓的需要 (Exd.16:6-15) 

 

      1. 神聽見百姓的抱怨- 不信的結果 

 

      2. 早晨及晚上的需要-生命的糧 (Jn.6:47-51) 

 

三. 信心的操練曠野的宴席- 是每天的經歷 (Exd.16:16-23) 

 

      1. 按各人的需要-有多收的, 有少收的 

 

      2. 每天收取-為安息日, 第六天取雙分, 常在主裡面 

(Jn.6:53-59) 

 

結論: 

1. 耶穌是真正生命的糧, 是 活水泉源 

2. 不是抱怨而是親近主, 信靠衪, 衪必供應 

3. 每天都有新鮮的靈糧, 生命才能成長 

 4. 保守自已常在主的愛中-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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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慶基督降生 
十二月是我們歡慶基督降生的月份，願神賜下平安喜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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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立典禮延期 
林義安弟兄因個人的需要與考量，按立延期至明年，願弟

兄姊妹繼續為林弟兄在神學上的裝備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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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將於 12/19聖誕主日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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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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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歌團契 
聚會時間：每週五晚上 7:30 ZOOM聚會 

聯絡人： 于京華弟兄 jyu8002@yahoo.com 

ZOOM ID：852 7456 7376 | Passcode：542023  

 

➢ 簡介 

雅歌團契 1996年成立於 Encinitas在 Lucy & Kai 的家中。

團契由幾家人家開始，增長成幾十人，後發展成教會。團契

有每週五晚的查經聚會，也有聚餐，郊遊活動，更有彼此關

懷和禱告。團契中的弟兄姐妹不僅在生活上，工作上彼此幫

助，彼此支持； 在屬靈的追求上，大家也彼此鼓勵，彼此

守望。 

聚會以中文為主，年齡從 30到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