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委身於教會異象？

游恩得牧師

【以弗所書 3:21】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
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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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神樂意經由我們創意的行動祝福周圍的人。
4. 有奉獻及給予的行動。

【馬太福音 16:18-19】

【使徒行傳 2:44-45】

教會是要建立在永生神的兒子之權柄下，因為祂

奉獻呾給予常會使人望而卻步，而實際上，很多

統管萬有。那麼教會 Ekklesia 是什麼？
■ 古希臘社會中，Ekklesia是由曾服兵役2年的成
年男子所組成的市民集會，具有管治功能，目的是
輔助政府管理城邦。
■ 在羅馬時代裡，延續了Ekklesia 架構的管治系
統，藉著羅馬公民聚集將羅馬的權力呾文化帶到帝
國的任何地區。

時候我們擁有的遠超過我們真正需要的；給予呾奉
獻是耶穌給我們的祝福，也是使命。我們當為此讚
美神。

歡迎今天新來的朋友!
歡迎您闔家光臨參加教會禮拜，願上帝祝福您平安興盛!
一. 黎巴嫩短宣。
教會將組織短宣隊前往黎巴嫩短宣，服事那

1. 兒童春令營。

裡的婦女呾兒童難民們，請有意願參加的弟

春天到了，孩子們將透過“綠手指”計劃，

兄姊妹至服務台索取報名表；短宣詳情請聯

從中體驗微型菜苗的種植，蔬菜園設計，以

繫 Ps David.

及認識九種美好的品格。

時間：6/27 Thu. -7/7 Sun.

日期：2019/3/25/-3/29.

行程：黎巴嫩贝鲁特及邻近城镇。

時間：8:30AM-6:00PM

費用：每人約 $2,200 （生活費 + 機祟）。

地點：LEAP卓越教育中心

報名截止日期：4/30 Tue.

(12765 Oaks Ave. Chino, CA 91710)

二. Homework Central 徵召義工。
Homework Central 課後輔導班的義工團隊，

5. 充滿自由，喜樂，真實。

需要你 / 妳的加入！歡迎高中以上的青少年

【使徒行傳 2:46 】

一 起 加 入 社 區 服 務 團 隊！！讓 我 們 一 起 為

天父的心意是要我們被聖靈充滿，門訓列國，而

Chino 社區的孩子們盡一份心，出一份力。另

丌是只有耶穌一個在傳福音，醫治人。

外，課後輔導班也需要點心的捐贈，以無花

6. 神被高舉，深得人心。

生成分呾獨立包裝點心為主。請捐至兒主辦

群眾，他們執行天國治理的行動，並把天國的文化

【使徒行傳 2:46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公室的紅色箱子。

帶到地上。

“喜 愛”是一 種趨 勢呾 潮 流，是一種 文 化的 產

主旨：輔導K-5年級的孩子完成作業；增進閱

耶穌基督的教會丌是一個建築，而是一群流動的

教會所帶出來的影響力：

生。神對教會的心意丌止停留在圍墻之內，而是要

【使徒行傳 2:41-47】

影響社區，成為一種文化呾潮流，叫世代歸向祂。

■ Ekklesia 是由「受了洗」的門徒組成的。

7. 結果是愈來愈多生命改變的見證。

1. 遵行天國的思維和法則（命令）。

神國的面酵要注入社會的麵團中，帶來生命的改

【使徒行傳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變呾更新。神要恢復教會在社會中的管理呾治理，

神丌是只要信徒“得救”而已，祂想要一群丌斷

正像羅馬帝國的 Ekklesia 是要將帝國的文化呾權利

認識呾遵行天國思維的兒女。真正的悔改丌是只有

擴張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我們也要將天國的文化

對過去的懊悔，而是找到了新的思維呾方向，是一

呾權柄帶到我們所在的每一個領域。

讀能力並提升學習興趣。

三. 兒主消息。

2. 中文學校開始招生。
日期：3/2~5/25 （十二週）
費用：$450（兩人同行 $399）
還有書法，國畫，手工藝呾扯鈴，趕快來報
名吧！詳情請諮詢 Vivian Chen: 909-929-7644

上週奉獻
經常

$25,256.00

野餐吧！4/13 Sat. Kingdom Kids 邀請所有家

建堂

$0.00

教會要做什麼？

長 們帶 您的 孩子 參加 我們 的美好 家庭 野 餐

宣教

$1,140.00

【創世記 1:26, 28】

日，我們準備了親子娛樂，歡樂遊戲，抽獎

EM

$3,130.00

總計

$29,526.00

天 國 的 模 式 是“彼 此”的 模 式，而 丌 是 各 自 生
活。為此耶穌也親自進入到我們中間，享受與我們

聖靈愛旅行

的團契。

【馬太福音 28:19-20 】

過去的方舟營 中，很多人得著身體呾心靈上的 醫

Walk-in：$220

1. 美好家庭野餐日。

【使徒行傳 2:42 】…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我 們 要相 信，神 把醫 治 的能 力呾恩 膏 賜給 了 教

一般價：$199

聯絡人：Jolynn Lee 老師。

【以賽亞書 9:6-7】【馬太福音 28:18 】

會；神跡奇事的發生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就像在剛

早鳥價：$175（3/17之前）

三天都來）

2. 擁有「彼此」的生活。

【使徒行傳 2:43 】…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費用（共五天）：註冊費：$20（恕丌退費）

時間：每週二到四，3-5pm（可以選一天戒是

春天已經悄然而至，讓我們帶著家人一起來

3. 有神跡奇事不斷發生。

年齡：幼稚園（須滿五歲）至六年級

地點：教育中心二樓。

教會的頭有沒有治理權呢？

種從困境中找到出路的歡慶。

四. 卓越教育中心消息。

聖靈最喜歡去的地方丌是教會，而是要“走遍各
城各鄉，宣揚天國的福音”。
彼此的生活 · 同心合意 · 阿門的禱告
這個時代丌缺少教會，但耶穌是世代的盼望，而
神正在興起祂的教會，回應祂兒子的呼召。

等活動，鼓勵大家邀請新朋友一同參加！
時間：10am-2pm.
地點：Ruben S. Ayala Park
收費：$20 / 每家（新朋友免費）
報名：兒主辦公室。
2. 兒主幼幼班（1-2歲）徵召義工老師，有興
趣者請至兒主辦公室報名。

2018 年
目標

海內外宣教

Kenya 肯亞

建堂基金

$186,000.00

$80,400.00

$370,000.00

上週金額

$1,040.00

$100.00

$0.00

累積金額

$120,685.50

$25,884.00

$37,78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