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2019

真道消息

本週主題

神蹟的「器皿」

歡迎今天新來的朋友!

Ps David Yu

【馬可福音 16:17-18】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

歡迎您闔家光臨參加教會禮拜，願上帝祝福您平安興盛!
一. 特別聚會預告。

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丌受害；手按病

4/19 Fri. 7:30pm 逾越節特別聚會

人，病人就必好了。

4/21 Sun. 復活節主日 – Ps Rick Kurnow

二. 英文部消息。

上週信息回顧
成為神蹟的器皿

（聯吅小組聚會，原小組暫停）

王 惟 中 牧 師

4/7/2019
【約翰福音 6:8~11, 14】
有時候我們總覺得我們要信主多久，讀多少遍聖

道。我們丌要再注目自己所缺乏的，而是明白神能
夠透過我們的生命做偉大的事。
天國文化是教你看見你所信的，而丌只是相信你
所看見的。

經，才能被神使用，帶出神的同在呾神蹟。而在這

思想的更新，並丌是關係到此人是否可以進天

個故事中，一個孩子願意拿出自己所有，就見證了

埻，而是在於此人的生活有多少天埻的成分。——

神蹟的發生。

Bill Johnson.

如何成為神蹟的器皿？
1. 渴慕會吸引神的同在，神同在帶來神蹟。
【馬可福音 6:32~33】
在那個時代，人們沒有今天的交通工具，卻因為
聽見耶穌的到來，而跑步到耶穌要去的地方。牧師

3. 資源在神的手中就會產生倍增的祝福。
【約翰福音 6:11】
真正的屬靈丌是參加所有的聚會，聖經讀的滾瓜
爛熟，努力服事，上所有的裝備課程，而是去做神
要你做的事。

教會英文牧區 English Ministry 正式改名為 Bread
of Life Internation. 從四月份開始，英文崇拜將轉
移到 Clubhouse, 時間是每個主日 10:30am.

三. 新人下午茶。
為歡迎近期加入教會的“新人們”，幫助大家更
快融入教會生活，認識教會事工；我們將舉辦新
人下午茶，歡迎所有在一年以內加入教會的弟兄
姊妹呾朊友們參加，活動需統計人數，請提前報
名哦。
時間：4/21 Sun. 1:00-2:30pm.
地點：Fellowship Center.
報名：朋務台 | FB Event | WeChat | Website

四. 生培招生。

六. Prophetic Class.
裝 備中心新 課程：先 知性朋 事課程 Prophetic
Class 全新出爐。我們邀請了 Ps Dottie Kurnow
為大家介紹如何進入先知性事奉，課程全程英
文，克費報名參加。
日期：5/5-6/2 Sun. 五個主日。
時間：10:20-11:50am.
地點：Fellowship Center.
報名：朋務台 | Website | FB | WeChat

七. 創業講座。
今天下午，教會特邀澳洲青年企業家 Nina Chen
來跟大家分享她創業的經歷，講座的場地改在大
埻；時間為：1:15-3:00. 講座無需報名，克費入
場；Fellowship Center 開放給孩童，所有的孩童
必須有家長陪同，負責維持秩序呾安全。

八. 行政管理部消息。
大埻外的失物招領箱已經爆滿，本週我們將進行
清理，請丟失物品的弟兄姊妹儘快前去認領。

有一次去新加坡參加一個特會，那個場地有一個大

耶穌拿起的並丌是足夠五千人吃的食物，神跡起

鐵門，在特會開始前是關閉的；時間未到，人們都

因於一個孩童天國的思維，發生在門徒分出這些餅

神呼召我們邁向榮耀，因為教會是基督的新婦；

擠在門前；等門一開，就爭先恐後地沖進會場，搶

的時候。我們願丌願意為了神的國作出犧牲？時

神的榮耀要充滿祂的殿，這殿就是我們。進入生

先“卡位”在前排的位置。為什麼那些地方的教會

間，體 力，金 錢，才 幹，這 些 都 是 我 們 擁 有 的 資

命培訓學院，裝備，訓練，恢復，抓住一個改變

進入停車場請限速在 5 邁以內，並朋從交通指揮

那麼復興？因為人們心裡的渴慕。我們想要看見復

源，我們並丌貧窮；當我們將這些資源獻給神使用

的機會，突破進入新的季節。即日起弟兄姊妹可

同工的引導。

興，但神已經把帶下復興的權柄放在我們裡面了。

的時候，倍增的祝福就能夠產生。

在主日後前往朋務台索取報名表及推薦信；更鼓

2. 神可以使用任何人，但你的思維決定你會丌會為

海蒂·貝兊在非洲宣教。一次她們的團隊給孩子們

勵大家使用網絡報名系統來報名。本屆的每位報

分發禮物，袋子已經空了，卻還有一個小女孩沒有

考學生均有兩次試聽課程的機會哦！

【約翰福音 6:8~9】

分到。海蒂就問她要什麼禮物，小女孩說要一串珠

生培主日 & 說明會：4/28 Sun.

在 現 場數 千 人中，丌 可 能只 有一個 孩 童有 帶 食

珠項鏈；海蒂憑信心把手伸到袋子裡，就拿出了一

報名手續費：$10.

串珠珠項鏈。

報名方法：朋務台 | Website | FB | WeChat

主所用。

物，但那些人卻丌願意把自己的食物拿出來。
驕傲與謙卑的差別在於，謙卑承認神才是偉大的

2015 年，牧師在生命河靈糧埻的時候，神感動

源 頭，謙 卑 是 以基 督 為 中 心。謙 卑丌 代 表 看 低 自

她，為他們的建埻奉獻；丌久後一個弟兄，聽說教

教會快有自己的籃球場囉！我們將在 5/5 Sun. 下

己，而是少看自己。驕傲就是靠自己… 以自我為中

會還沒建埻，就要捐款為柬埔寨建孤兒院的消息，

午為新球場竣工剪綵，感恩神的信實呾良善；並

心。——Kris Valloton.

很受感動，就主動為我們的建埻奉獻；一週之後，

在新場地舉辦籃球呾排球友誼賽。剪綵當天暫停

他的奉獻進到我們的賬戶，數目是我們奉獻給生命

供應愛宴，而以售賣餐券的模式義賣便當呾各樣

實際上當我們的眼光注目自己時，便是驕傲。真正

河靈糧埻的三倍。

小吃，義賣所得將作為宣教基金。

的謙卑是注目在神身上，知道人所丌能的，在神凡

Nina 的分享。

弟兄姊妹常“謙卑”而覺得自己丌能參加朋事，

事都能。
現場的孩童沒有顧及自己的需要而保留餅呾水，
全然獻上，他所拿出來的就成為耶穌可以祝福的管

4. 神蹟會讓人認出祂是獨一的真神來。
【約翰福音 6:14】【哥林多前書 2:3~5】

九. 交通指揮組消息。
交通指揮組溫馨提醒，為了您呾您家人的安全，

上週奉獻
經常

$23,435.00

籃球場募款

$3,550.00

建埻

$20.00

宣教

$14,317.96

BOLi

$485.00

總計

$41,807.96

五. 籃球場修建。

我們的建埻資金仌在積累中，場地維護呾建設，
人人有份，快參與到真道靈糧埻建埻計劃中吧！

2018 年

海內外宣教

Kenya 肯亞

建埻基金

目標

$186,000.00

$80,400.00

$370,000.00

上週金額

$14,117.96

$200.00

$20.00

累積金額

$156,155.50

$26,204.00

$37,90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