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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信息本周信息本周信息本周信息 讲员：林树礼执事 经文：路Lk.21:1-4, 林前1 Cor.16:1-4; 林前2 Cor.C 8,9 章 信息：奉献 The Offering 

异象异象异象异象        

每个进入恩家的人每个进入恩家的人每个进入恩家的人每个进入恩家的人，，，，都能经历到神丰盛的恩惠和福音的大都能经历到神丰盛的恩惠和福音的大都能经历到神丰盛的恩惠和福音的大都能经历到神丰盛的恩惠和福音的大

能能能能，，，，并被主恩转变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并被主恩转变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并被主恩转变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并被主恩转变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活出福音活出福音活出福音活出福音、、、、    

传扬福音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传扬福音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传扬福音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传扬福音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 

VisionVisionVisionVision    
Everyone who enters FGEFCFGEFCFGEFCFGEFC will be transformed by God’s abundant 

grace and the power of Gospel into Christ’s disciple who is Gospel-

centered, lives out the Gospel, preach the Gospel and build others’lives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奉献是敬拜奉献是敬拜奉献是敬拜奉献是敬拜    Introduction: Offering is an act of Worship  Introduction: Offering is an act of Worship  Introduction: Offering is an act of Worship  Introduction: Offering is an act of Worship   (1) 旧约第一件奉献的记录（创4:3-5） The first recorded offering in the OT (Gen. 4:3-5) (2) 旧约充满奉献，献祭为敬拜 Tithes and offerings abound in the OT in relation to worship  二二二二。。。。奉献: 耶稣的教导奉献: 耶稣的教导奉献: 耶稣的教导奉献: 耶稣的教导 Christ’s Teaching on Offerings ( Christ’s Teaching on Offerings ( Christ’s Teaching on Offerings ( Christ’s Teaching on Offerings (路Lk. 21:1-4))))    (1) 奉献是舍己 Offering is Sacrifice, Rom 12:1 (2) 奉献是向神的爱的回应 Offering is a response to God’s Love (3)奉献是信心的表达 Offering is our Faith response  三三三三。。。。    信徒奉献的实际考虑 信徒奉献的实际考虑 信徒奉献的实际考虑 信徒奉献的实际考虑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n our Offerings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n our Offerings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n our Offerings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n our Offerings     林前1 Cor. 16:1-4; 林前2 Cor. C 8,9 章::::    (1) 为什么要奉献？WHAT is the purpose of offerings?  (v.1节)  (2) 谁当奉献？ WHO is to give?  (v.2节) (3) 何时奉献？ WHEN do we give?  (v.2节)  (4) 在哪里奉献？ WHERE do we give?  (v.1节) (5) 如何奉献？ HOW do we give? (a) 定时有系统的 regularly and systematically (v. 2节),  (b) 按照个人所能的，心里所决定的 as much as he/she is able and has decided in his/her heart (v.2节 and 林前 2 Cor.9:7),  (c) 甘心乐意的 “with a cheerful heart” (林前 2 Cor.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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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奉献统计上周奉献统计上周奉献统计上周奉献统计  十一奉献 $  4375.00 成人崇拜 $  1066.00  主日学 $       5.90 差传 $  1740.00 感恩 $      130.00 新堂 $        50.00   

 主日崇拜：           上午10点30分               至中午12点  主日午餐团契：   中午12点至1点  门徒加油站：   主日下午1点至2点  门徒小组 ：  周间及周末          （请向办公室询问）  长春团契 :  每月第一与第三个          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教会活动时间表           主日崇拜程序 

上周人数统计上周人数统计上周人数统计上周人数统计  成人崇拜 90 新朋友 0 儿童崇拜/加油站 9/7 门徒加油站 14   

序    乐序    乐序    乐序    乐    主在圣殿中 宣    召宣    召宣    召宣    召    赛12章 公    祷公    祷公    祷公    祷    张佩仪传道 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    赞美之泉  主祷文  你真伟大       经课颂读经课颂读经课颂读经课颂读 谭国荣弟兄 旧约经课旧约经课旧约经课旧约经课 赛 6 5 : 1 7 - 2 5  新约经课新约经课新约经课新约经课 帖后3 : 6 - 1 3  福音经课福音经课福音经课福音经课 路2 1 : 5 - 1 9  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    让赞美飞扬  读读读读                经经经经    路21:1-4, 林前16:1-4      证    证    证    证    道道道道    林树礼执事 回应诗歌回应诗歌回应诗歌回应诗歌 尽情的敬拜 奉    献奉    献奉    献奉    献 卓少华弟兄 谢    祷谢    祷谢    祷谢    祷    张佩仪传道 颂    荣颂    荣颂    荣颂    荣    会众 祝    福祝    福祝    福祝    福    黄懿礼牧师 阿 门 颂阿 门 颂阿 门 颂阿 门 颂    会众 家事报告家事报告家事报告家事报告 张佩仪传道 殿    乐殿    乐殿    乐殿    乐    静思默想 散    会散    会散    会散    会    问安与团契 

之 

 在主里诚心欢迎您与我们一起在恩家       播道会敬拜全能上帝。若是第一次来的  新朋友，请您填写来宾卡，并于散会后与 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分享。 愿至高上帝的喜乐愿至高上帝的喜乐愿至高上帝的喜乐愿至高上帝的喜乐、、、、平安充满您平安充满您平安充满您平安充满您。。。。  分 享分 享分 享分 享    
家 事家 事家 事家 事    

    成人加油站成人加油站成人加油站成人加油站        课程：研经指引 Bible Study Method 主讲：张佩仪传道 时间：下午1.00-2.00  儿童加油站儿童加油站儿童加油站儿童加油站        课程：大能的勇士 时间：下午1.00-2.00  诗班练习诗班练习诗班练习诗班练习            时间：下午2.00-3.00   长春团契长春团契长春团契长春团契            日期：11月19日，来临星期六 时间：下午1.00-2.00 课题：健康讲座- 饮食平衡与合理营养 

今日动向今日动向今日动向今日动向    

感谢神感动弟兄姐妹们为宣教的代祷和奉献，我们的宣教奉献  已收到  ：$13 263  预算    ：$15 000  尚缺    ：$ 1 737  请弟兄姐妹继续认献和祷告。 
2016201620162016宣教月宣教月宣教月宣教月    

1。我们教会截至11月20日已经完成了3年一轮的主日经课诵读，我们接下来将在主日崇拜中开始会众同心祷告的环节。 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在这方面操练自己，体贴神的心肠，为着神所爱的一起来同心祷告！  2。主日加油站和午餐供应在12月份将暂停。  3。我们在圣诞节主日崇拜后将设有圣诞特别自助餐，每人收费（$10 —补贴后），新朋友和小学以下的儿童免费。 请弟兄姐妹们向皆鸰姐妹报名。  4。我们将在12月11日和18日一起到教会附近的组屋分发单张，恳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参与，并向冠旭弟兄报名。  5。请所有愿意和佳音队一起去报佳音的弟兄姐妹向冠旭弟兄报名，并注明是否有自行驾车。  6。恳请弟兄姐妹们继续在祷告中纪念 12 月的“你来看！”布道筹备，每天晚上10点钟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报告事项报告事项报告事项报告事项    



为我, 为我, 为我, 为我, 你舍何你舍何你舍何你舍何情情情情    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信 息信 息信 息信 息    奉献 我爱主家-服事 撒该的蒙恩 与悔改 经 文经 文经 文经 文    路21:1-4 林前16:1-4 出21:1-6 太25:14-29 路19：1-10 讲 员讲 员讲 员讲 员    林树礼执事 张佩仪传道 李宗高牧师 主 席主 席主 席主 席    卓少华 黄咏欣 林树礼执事 司 琴司 琴司 琴司 琴    崔晗/黄允佳 黄允佳 李恩临 伴 唱伴 唱伴 唱伴 唱    林丽玉/胡宝钏 林礼慧/崔晗 张家捷/兰灵海 影 音影 音影 音影 音    林礼沅/黄允佳 卓佳乐/黄允乐 黄志光/黄允乐 家 事 报 告家 事 报 告家 事 报 告家 事 报 告    张佩仪传道 张佩仪传道 张佩仪传道 招 待招 待招 待招 待    吕凤群吕凤群吕凤群吕凤群/叶秀琼 陈国森/崔旸 卓少华卓少华卓少华卓少华/云明慧 林思灵/林艾勇 林徽云林徽云林徽云林徽云/林丽玉 卓佳乐/阮兆丰 儿 童 崇 拜儿 童 崇 拜儿 童 崇 拜儿 童 崇 拜    云明慧/卓碧霞 黄敏明/何莉璇 林礼沅/朱秀莉 加 油 站加 油 站加 油 站加 油 站        P1—P3:张冠旭/  黄晓蓉 P4    :朱秀莉P5—P6:蒋家琦  P1—P3:张冠旭/  黄晓蓉 P4    :朱秀莉P5—P6:蒋家琦  P1—P3:张冠旭/  黄晓蓉 P4    :朱秀莉P5—P6:蒋家琦  图 书 馆图 书 馆图 书 馆图 书 馆    张群玉，梁锡兰 张群玉，梁锡兰 张群玉，梁锡兰 襄 礼襄 礼襄 礼襄 礼    - - - 

读 经 员读 经 员读 经 员读 经 员    谭国荣 黄如川 林丽玉 
乐 器 伴 奏乐 器 伴 奏乐 器 伴 奏乐 器 伴 奏    陈保罗/卓佳乐 谭恩倍/卓佳恩 林艾荣/黄允佳 

有有有有一个画家，画完一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像以后，又替一位流浪的女孩子画像。 当他正在注意描画之时，那位女孩子看到那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图画，心里觉得非常惊奇，为何这位慈颜悦色的人，竟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她问那个画家。 那个画家被她问得很烦，只好停止他的画笔，就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拯救罪人的事从头到尾讲给她听。这位女孩很受感动，流泪问道：“祂为你舍了性命，你为祂舍了什么呢？” 这位画家听了这话，非常受感，就把这句话题在画旁：“我为你舍去这些，你为我舍去什么？” 

在在在在一个大聚会中，讲员宣讲宣教的信息。会众深受感动，纷纷奉献财物，作为宣教之用。  这时有一小孩名叫亚力山大达福（Alexender Duff）,也在会中深受感动，但他没有钱奉献，於是他走到拿奉献盘的执事面前，请他把奉献盘放在地上。  达福竟站在盘子上说：“神啊！我奉献我自己”。后来达福果然成为传道人。  保罗说：“…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14节）。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先把自己献上。 

站站站站 在在在在 盘盘盘盘 上上上上 

这画后来陈列在一博物馆里。 主后一七二零年，德国有一年轻的伯爵，名叫辛生道夫（Nicolaus Zinzen-dorf）前往博物馆参观，当他看到这一幅画，反复读著那句话时，大受感动，他久立呆望不去，画上所题的话，更是扎心。基督的爱也那样深厚的激励了他，一时，他泪如雨下，就立刻结束旅程，回到德国去，这是他在主面前一个大转机。 后来这位伯爵成为主所重用的仆人，他成为摩尔维亚教会(Moravian)的领袖，为教会带进无可计数的祝福来。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由此恢复，也带下摩尔维亚的大复兴。 诗人赫维格尔(Frances R. Havergal)小姐曾经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诗，就是我们所唱“为你，我舍生命”(I Gave my life for Thee)的诗歌。 “主，我献上生命，并献所有时光，完全听祢使令，脱离地上捆绑。为我，为我，祢的全舍，为祢，我撇一切！”  《《《《为你为你为你为你，，，，我舍生命我舍生命我舍生命我舍生命》》》》 ““““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当作活祭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你们如此事你们如此事你们如此事奉奉奉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1111节节节节    取自https://yahuiemily.word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