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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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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的血為得救的記號       09-19-2021 

                                                                                                                         

經文：出埃及記 12:1-28 

大綱： 

一. 神的時間到了，百姓應當預備(Exd.12:1-11) 

        1. 新的時代開始-一年之首，改七月為一月 

        2. 無殘疾的羔羊-（來 7:26） 

3. 吃羔羊的準備- 

 

二. 羔羊的血為記號，罪得蒙赦免（Exd.12:12-14) 

 

        1. 公義的審判- 君王, 百姓, 以及偶像的假神 

        2. 羔羊的血- 赦罪的約定；越過你們 pass over（Rm.3:25） 

        3. 門楣及門框的血- 全家得救 (Heb.9:22) 

 

三. 立約守無酵節, 過分別為聖的生活（Exd.12:15-28) 

 

        1. 守無酵節七日- 兩個聖會 

2. 不吃任何有酵食物-除去埃及的舊酵 

        3. 記念得救贖出埃及之日- 

 

結論： 

 

1. 得救的條件是人的信心及神的恩典 

2. 羔羊的血預表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羔羊 

3. 一人得救是全家得救的應許---我們當珍惜 

4. 得救之後有信心及決心過得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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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新來賓留下

基本資料以便聯絡。 
 

2. 教會重新開放 
• 參加聚會請全程配戴口罩 

• 以家庭為單位請保持社交距離入席 

• 教會各處必有酒精及乾洗手方便大家使用 

• 教會每週必全面消毒 

• 服事同工必全程配戴口罩 

• 若有任何身體不適請在家參加網路聚會 

• 願父神保守各人各家平安健康一起同心敬拜 
 

3. 主日敬拜時段 
• 中文堂 – 每主日 10AM 現場崇拜及 ZOOM 同時進行 

➢  ZOOM ID: 88586607973 / Password: HOPESD 

• 英文堂 – 每主日 10AM 現場崇拜及 ZOOM 同時進行 

➢  ZOOM ID: 968255306 / Password: 024351 

• 聚會錄影將於會後上傳至教會網路及 YouTube 撥出 

➢  網路 www.hopesd.org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wckF695B

L8uO08S7wLtPg 
 

4. 每日靈糧 
雖然因為疫情關係許多聚會改為線上，但教會仍透過

媒體方式牧養弟兄姐妹‧每週一至週五早上 8點請於

教會網站/Youtube/Facebook 收看! 
         

 

 

 

 

 

十月家庭特會 
 

10/15-10/17 週末請到葉高芳牧師來分享婚姻、家庭及親

子關係的主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疫情中的家人關係」 

10/15 五 7:30PM 疫情中的家庭怎麼了? 

10/16 六 10:00AM 專題－瞻望婚姻之旅（未婚） 

  專題－善育合神心意的子女（兒童） 

 1:00PM 專題－善育合神心意的子女（青少年） 

10/17 日 10:00AM 建造合神心意的家庭 
 

 

雅歌堂團契介紹 
 

青橄欖樹團契 Green Olive Tree Fellowship 
聚會時間：每個月第一及第三週主日下午４：００ 

ZOOM ID：837 4415 6358 

Passcode：GOT 
 

➢ 簡介 
取自詩篇 1:3、詩篇 52:8 及詩篇 128:1-4，青橄欖樹

象徵扎根在神裡成長的生命且按時候結果子。 

青橄欖樹團契是由幾個從社青進入到婚姻及育兒階段

的家庭組合而成的團契。在職場、婚姻家庭及新手爸

媽的忙碌生活中，青橄欖樹成為這些家庭彼此分享、

學習及成長的空間。青橄欖樹團契以中文聚會，聚會

中以查經、分享、專題討論為主，除此之外也不定期

組織戶外活動讓家庭一起出門放鬆。 

非常歡迎有相似背景及情況的家庭加入青橄欖樹，讓

弟兄姐妹彼此陪伴度過育兒的徬徨、繁忙工作的困擾

以及生活大小事的挑戰‧相信神的愛及屬靈肢體的相

伴必定會幫助各個家庭成為結滿果子的大樹！  

 
  

http://www.hopesd.or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wckF695BL8uO08S7wLtP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wckF695BL8uO08S7wLt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