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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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John15:1-17  信息: 灵修嘗主恩 Tasting the Grace of our Lord        耶稣的灵修生活 
The Devotional Life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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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传扬传扬传扬

福音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福音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福音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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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I.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Introduction: : : : 何谓灵修? 何谓灵修? 何谓灵修? 何谓灵修? What is Devotion?        A. A. A. A. 灵修的不是灵修的不是灵修的不是灵修的不是What Devotion is not:    
(1) 不是有一个“灵修的时间”It is not about having a “Quiet Time” 

(2) 不是有一个“读经的时间”It is not about having a “Bible reading time” 
 B. B. B. B. 灵修是灵修是灵修是灵修是What Devotion is:    (1) 灵修是与神契通契通契通契通    Devotion is Communion, 约Jn.15:4, 5, 6,7,9,10 (2) 灵修是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Devotion is Worship约Jn.15:8 (3) 灵修是作门徒门徒门徒门徒    Devotion is Discipleship约Jn.15:8  IIIIIIII....从从从从““““人子耶稣人子耶稣人子耶稣人子耶稣””””的灵修生活学习功课的灵修生活学习功课的灵修生活学习功课的灵修生活学习功课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Devo-
tional life of Christ as a “son of man”?: (1) 他靠近神神神神（他与神同行）He was near to God (in this he communed or 

walked with God). 可Mk 1:35  (2) 他寻求并遵行神神神神的旨意 He sought to do God’s will (in this he worshipped 

God). 约Jn 5:30，约Jn. 4:34，太Matt. 7:21 (3) 他顺服神神神神    He was obedient to God (in this he became a disciple of God) 约Jn.5:19，太Matt. 26:39  IIIIIIIIIIII....结论结论结论结论ConclusionConclusionConclusionConclusion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I 
ha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and I no longer live, but Christ lives in me. The 
life I live in the body, I live by faith in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加Gal.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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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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0.00 成人崇拜 $    657.20 主日学 $     41.50 差传 $     108.00 感恩 $   320.00 新堂 $        0.00 

 加油站      ：        上午9时至10时主日崇拜 ：          上午10时30分               至中午12时  主日午餐团契：   中午12时至1时  团契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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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中午1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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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新朋友   0 儿童加油站  11 门徒加油站  38 

序    乐序    乐序    乐序    乐        主在圣殿中 宣    召宣    召宣    召宣    召        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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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真伟大       主我跟祢走       我的燈需要油             无人能像祢          经课颂读经课颂读经课颂读经课颂读  王莉萍姐妹 旧约经课旧约经课旧约经课旧约经课  尼8:1-3, 5-6, 8-10 新约经课新约经课新约经课新约经课  林前12:12-31a 福音经课福音经课福音经课福音经课  路4:14-21    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        更像我恩主   读    经读    经读    经读    经        约Jn.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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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神同行   奉    献奉    献奉    献奉    献  黄敏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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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恩家恩家恩家恩家2016201620162016年教会主题年教会主题年教会主题年教会主题“我尝主恩我尝主恩我尝主恩我尝主恩，，，，我爱主家我爱主家我爱主家我爱主家”。 从2月开始我们的讲台主题将专注于从哥林多前书一同去学习保罗对教会生活的教导，盼望弟兄姐妹们能一起学习如何去更爱主耶稣的家。 2.20162.20162.20162.2016年年年年1111----3333月门徒加油站月门徒加油站月门徒加油站月门徒加油站    恩家2016年1-3月的门徒加油站由林采频牧师主讲『主耶稣的书信主耶稣的书信主耶稣的书信主耶稣的书信』系列。来临的上课时间是在1月28日（星期四）晚上8-9.30。参加者敬请准时出席。此外，在农历新年期间，我们将停课一周，课程将会在2月18日（星期四）继续进行。 3.3.3.3.招待员说明会招待员说明会招待员说明会招待员说明会 招待组将于1月31日早上9.30有招待员说明会，吁请招待员准时出席。 4.4.4.4.月末祷告会月末祷告会月末祷告会月末祷告会 恩家将于1月31日下午1-2点有祷告会。将为教会各个事工来献上祷告，也恳请弟兄姐妹们一起为着教会在门徒造就方面的成长恳切代祷！ 5.5.5.5.新春大扫除新春大扫除新春大扫除新春大扫除 1月31日下午2点过后，恩家吁请弟兄姐妹留下为教会大扫除，迎接新年。 6.6.6.6.复活节洗礼复活节洗礼复活节洗礼复活节洗礼 恩家将于3月27日复活节主日崇拜举行洗礼、坚信礼和转会礼。 凡已决志信主，并参加本会崇拜，愿意委身参与教会服事，接受洗礼者；或凡年龄达16岁，已接受幼洗，承认当日父母将其奉献归主，坚定信仰者；或凡已在其他教会公开承认基督信仰并在其他教会受洗，愿意转会为本会会友，委身事奉，重新承认当年领洗时所应许的心志者，请向佩仪传道报名。报名者务必参加洗礼基要信仰课程。截止日期：2月15日 7.7.7.7.聘请全职行政同工聘请全职行政同工聘请全职行政同工聘请全职行政同工    恩家欲聘请全职行政同工，负责协助教会协调处理各类行政工作、 支援牧者和部门事工需要。 要求： 1. 熟悉中/英文电脑文书以及Office软件操作；        2. 清楚得救并已受洗，有事奉教会心志，能独立跟进事务和良好 沟通技巧；      3. 需于周六及主日当值。 有兴趣者可向林树礼执事或是杨桂莲执事咨询。 

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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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于
散会后与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分享。愿

至高上帝的喜乐、平安充满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