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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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心與 神的公義（二）       09-12-2021                                                                                                                   

 

經文：出埃及記 10:1-10 

大綱： 

一. 神蹟的目的是使人更認識 神（Exd.10:1-6) 

 

1. 外邦人與 神的兒女一同見證 神蹟- (Ps.103:6-10) 

2. 神蹟奇事使人認識 神-傳揚（Jn.20:29-31) 

 

二. 神總是給人機會作出適當的回應 （Exd.10:16-20) 

 

1. 認識自己的罪- 得罪 神及得罪人（Lk.15:17-21) 

2. 人心剛硬不肯悔改- （Exd.10:18-20;27-29) 

 

三. 我們當把握機會, 信主得救（Exd.11:1-7) 

 

1. 午夜巡行的 神- 公義的審判（Exd.11:4-7) 

2. 結出悔改的果子-生命及生活（Lk.3:8-11) 

 

結論： 

         1. 不可輕看今天的機會- 要轉向神 

         2. 不可輕看 神的管教- 要尋求 神 

         3. 當認識自己的心態- 善變，忘恩，自私 

         4. 義人必因信得生- 祂是公義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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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TwckF69

5BL8uO08S7wLtP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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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詳細內容會在之

後張貼，敬請期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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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週讀經進度 

    

                            

聚會時間表 

 

                 

週一：提摩太前書 4:1-16 週四：提摩太後書 1:1-7 

週二：提摩太前書 5:1-8 週五：提摩太後書 2:1-13 

週三：提摩太前書 6:11-21 週六：提摩太後書 2:20-26 

週日：提摩太後書 3:10-17   

日期 組  別 連絡人 E-Mail /電話 地 點 

主日 1st,3rd青橄欖樹 
張詠惠

Melody 

925-818-6136 

Yunghui.m.chang@gmail,com 
Zoom 

 2nd,4th Oasis 
廖牧師

Pr .Liao 

562-277-5658 

Isaac.Liao@hopesd.org 
Zoom 

週一 禱告會 
林幸璇 

Angela 

858-413-6601 

blueskyahl@yahoo.com 
Zoom 

週二 以斯拉 
史志霞 

Linda 

760-547-4611 

zhixiashi@gmail.com 
Zoom 

週三 姐妹會 王丹妮 Danny 
858-349-9394 

cdshen@gmail.com 
Zoom 

 禱告會 
陳宗仁 

Sidney 

760-696-3427 

sidneychen@aol.com 
Zoom 

 ECCF 學生 
張恩新 

Annie 

925-818-6136 

annielovesjesus@hotmail.com 
TBA 

週四 路得姐妹會 
徐玉美 

Eileen 

858-353-5985 

eileenhsuglick@yahoo.com 
Zoom 

 4630＋GOD 
李昀杰 

Jenny 

626-623-2787 

Jkylee806@gmail.com 
Zoom 

週五 YOUTH 廖牧師 Liao 
562-277-5658 

IsaacLiao@hopesd.org 
Zoom 

 庇哩亞 
羅嘉

Jennifer 

858-259-7726 

jlk10_24@yahoo.com 
TBA 

 約書亞 盧怡 Jessie 
408-859-3039 

jylu27@gmail.com 
Zoom 

 Central 愛家 
吳清富 Jeff 

Patrick Wei 

408-627-1102 

jcwuoes@yahoo.com 
Zoom 

 Baby 愛家 
王悅如 

Audrey 

626-905-8873 

audreyyw@gmail.com 
Zoom 

 光鹽學生 
唐藝寧 

Yvette 

405-742-7804 

Yvette971@outlook.com 
TBA 

 馬可團契 關玥 Yue 
858-705-0926 

yueguanus@yahoo.com 
Zoom 

 雅歌團契 牛剛 Gang 
760-613-8261 

niugang@gmail.com 

Zoom 

 

 約瑟團契 張莉 Li 
760-579-9699 

lizhang8@yahoo.com 
Zoom 

週六 晨禱會 林憲平 Ken 
707-396-8335 

Mathematic15@hotmail.com 
Zoom 

 1st,3rd恩典 孫義臨 I Lin 
760-730-9355 

ilsuntsai@yahoo.com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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