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大綱: 

一）大至國家國土戰爭，小至個人生命定位，最重要的關鍵是誰走真正的元師 

二）戰爭的外表可以是形形種種，但終極來說離不開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三）屬靈的爭戰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我們都參與在其中。 

教會祈禱事項 

1. 請為已起程去了Korean受訓的Wendy Yip姊妹祈禱，Wendy Yip姊妹前往

1040窗戶地域展開為期⼀年的穆斯林宣教服侍。 

2.  請繼續為Abby姊妹的腎炎有了改善，願主醫治的恩典臨到，幫助她全面

恢復過來; 叫她的靈和身體得以滿足，賜給她有平穩的睡眠和健康的作息

時間。 

3. 禱告求神幫助Lenski的R-1 visa申請能早日得到批准，讓Pastor Lenski可以

短期內到我們教會一同事奉。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本周星期日公告中包含的插頁解釋了我們的教會捐贈政策。我們希望這能

澄清為什麼我們的教會不一定接受某些有指定的捐贈，這問題是在上次家

庭會議中提出的。如對此事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Vivian Shieh 或 Bill 

Kwong。 

2. 教會主日學課程「耶穌生平」今天是最後一堂課結束；下一個主日學課程

「活出真我的價值」在八月七日開課（講師：中神區祥江博士），屆時請

弟兄姊妹積極參與。 

3. 教會退修會將在9/23-9/25 紅木基督教公園 (Redwood Christian Park) 舉

行。請弟兄姊妹盡早報名參加，詳情請與Winnie 或行政會成員聯絡。 

4. 宣教部安排短宣隊在今年11/25—12/04去Ocean/Terri 事奉的地方，由David 

牧師帶領。如果你對年終前往土國訪宣之旅感興趣，請於7/31前跟吳牧師

報名。在7/31 主日崇拜後十一時參加在A2-3房間舉行的信息和問答環節。  

5. 接下來的講員安排:7/31林思敬傳道，8/7吳兆良牧師，8/14美國晨曦會，

8/21林思敬傳道，8/28程國儀牧師。 

 

 

 

 
主日守則  預備身心  提早到達  全人投入 

敬拜衣飾  攜帶聖經  節錄筆記  聖言裝備  
 

 

網上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https://zoom.us/j/88058205951  

 

小組聚會 

Life To Life  (職青小組)  

每隔一週的星期五 

網上晚上八時  

聯絡人: Ronald Lee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每隔一週的星期四  

網上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聯絡人:  

Timothy & Jennifer Tsun,  

Joe & Claire Ng  

 
iFamily  

(孩子為高中以上的家庭)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星期六 

網上晚上七時三十分 

 聯絡人: Yuk Yung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逢星期六 

早上十時 

zoom ID 842791990 

聯絡人: Bill Kwong  

 

Morning Light (旭光)  
(Bilingual 雙語)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星期六早上十時 

聯絡人: Gordon Hall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半 
    講員: 鄺沃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 主日崇拜程序 ……… 
           

        https://zoom.us/j/9938726746 

敬拜讚美           

宣    召            莊凱蓉姊妹 

頌    讚 

奉    獻     

祈    禱         鄺兆霖弟兄 

       (兒童安靜地去兒童崇拜) 

講    道         「戰爭/爭戰的啟迪」       鄺沃良牧師 

經    文  約書亞記 5:13-6:23 

為未得之民禱告            范師母 

歡     迎         鄺兆霖弟兄

報     告           

祝    福         鄺沃良牧師 

默    禱               會眾 

…… 主日學上午 11:15 …… 

咖啡廳 A3室或 https://zoom.us/j/88447356876 

《耶穌生平》E3室或 https://zoom.us/j/9938726746   

 

七月三十一日事奉人員 

證道: 林思敬傳道   領詩: 范師母 

主席、祈禱: 曾月英姊妹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 Ocean & Terri 

1. 為 K 弟兄禱告。他的情況急轉直下。上次才提到他在我家附近

工作，但現在他已經完全失蹤了。有說他偷渡去歐洲，有說他

回國。不管是哪裡，反正他就是離我們而去了。求神與他同

在、帶領他、安慰他、牽引他。 

2. 為佳弟兄和利未禱告。他們仍然在絕望的無神論當中，完全沒

有盼望。雖然我們已經多次解釋福音，但就是不明白，也不願

接受。求神快快打開他們屬靈的眼睛，看到耶穌是道路真理生

命。也為我們要有智慧愛心地服事他們禱告。 

3. 為老高禱告。求神讓他不要怕，讓我們可以繼續與他跟進，邀

請他參與到信徒的群體裡一同敬拜神！ 

4. 為短宣隊禱告。禱告他們每一支團隊都能從短宣中領受父神的

心，求聖靈讓所有參加者委身更多服事失喪的靈魂。也懇切禱

告他們會突破重重障礙把福音傳開！ 

5. 為本國的所有事工者禱告。求主帶領他們的居留證申請，或者

是換工場的能戰勝不安，順服主的帶領。不論到哪裡，願主與

他們同在。 

6. 為我們教會裡的本地弟兄姊妹禱告。求神幫助他們捉緊主耶

穌，能在患難中學習彼此相愛，活出基督的群體，積極面對現

在無法解決的痛苦。 

7. 為 Ocean 和 Terri 的未來計畫禱告。我們決定了延期到 2023 年

1 月。到時候會回香港跟家人過年，然後 2 月回美國。請禱告

我們剩餘服事的時間能夠結豐富的果子，用於餘下不多的時間

盡力量栽培我們的朋友們。 

兒童五年級以下 
 

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 
9:30—10:45am 

 

 

主日學 

11:15-12:30 pm 

幼稚園至五年級 (Room E6) 

幼稚園以下 (Nursery) 

Baby Rejoice :  三歲以下 (Nursery) 

聯絡人: Esther Wang  

 

 
 

英文部事工 

我們的異象是一個不斷成長的成年及少 

年群體，學效大衛一樣去服侍他的世代 
 

English Group  

(Youth and Young Adult) 

Every Friday 8pm  

Contact: Church Council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78:01-16 代下 07:11-10:19 羅 08:09------21    19:26 

禮拜一 78:17-31 代下 11:01-13:22 羅 08:22------39 19:27-29 

禮拜二 78:32-55 代下 14:01-16:14 羅 09:01------21    20:01 

禮拜三 78:56-64 代下 17:01-18:34 羅 09:22--10:13 20:02-03 

禮拜四 78:65-72 代下 19:01-20:37 羅 10:14--11:12 20:04-06 

禮拜五 79:01-08 代下 21:01-23:21 羅 11:13------36    20:07 

禮拜六 79:09-13 代下 24:01-25:28 羅 12:01------21 20:08-10 

每週讀經 

2022 July W4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07 月 14 日 61 NA 1 62 

07 月 10 日 56 NA 1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