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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神為基礎，榮耀神是目標

二 O 一八年八月五日上午十一時
*** 崇拜前，請肅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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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耶穌同行—生與死的認知（下）” 張健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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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在崇拜時把手機關掉或改為震機。多謝合作！*

宣召 詩篇 47:1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
信息經文

馬可福音 8:29-38

29 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祢是基督。」
30 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31 從此，祂教訓他們說：「人
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
三天復活。」32 耶穌明明的說這話，彼得就拉著祂，勸祂。33 耶
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
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34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
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3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
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3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
命，有甚麼益處呢？37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38 凡在這淫亂罪
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祂父的榮耀裡，同聖
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家事簡報
1. 兒童事工將於八月廿五日（週六）舉行兒童節目夏季郊遊，參
觀在橙縣的 Discovery Cube 的 “恐龍夏天：世界各地的恐龍”。
費用：兒童(3-14 歲) $10；成人(15 歲或以上) $12。兒童若 7 歲
或以下必須由家長陪同。家庭特別優惠：1 名兒童和 1 名家長
免費。所有參加者可免費觀賞 3D 立體電影。最後今日截止報
名。歡迎邀請你的朋友和鄰居一起參加。其他詳情或查詢，請
聯絡張陳一萍執事 626-327-0003。
2. 青少年吉他培訓班將於九月七日在本教會副堂正式開課，上課
日期及時間：每週五下午 5:00 至 7:00。邀請具有多年教學經
驗的 Rubin 老師教授吉他彈唱基礎入門。費用全免。歡迎 1318 歲青少年參加，報名日期：八月廿四日及卅一日。其他詳
情或查詢，請聯絡解開武牧師。
3. 教會將於九月七日(週五)晚上 7:00 至 9:00 及九月八日(週六)
晚上 6:00 至 9:00 在大堂舉辦培靈會。主題：
「傳福音的事奉」
，
講員：蘇文峰牧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
4. 教會將於十一月十八日感恩節主日舉行浸禮，決志受浸或轉
會者，請於九月九日(主日)或以前向張健庭牧師報名。教會的

會員申請表格和有關手續詳情已印製及放置在走廊處。
5. 中國神學研究院新一季度的粵語生命查經課程定於九月開
課。本季度有四個不同的地點，研讀四卷(腓立比書、馬太福
音、民數記、創世記) 不同的書卷。
「腓立比書」的課程將於
明天(八月六日)截止報名。費用全免，名額有限。詳情請參閱
走廊處佈告板上海報或聯絡蘇慧雯姊妹。
6. 一年讀經計劃-本週建議閱讀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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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代禱
*下週講員: 粵語-張健庭牧師，國語-解開武牧師，英語-張易安牧師。
*上月平均出席人數: 成人(132)，粵(63)，國(32)，英(37)，兒童(9)。
本週聚會
* 週三-英語祈禱會，晚上 5:30 (副堂)。
-粵語查經祈禱會，晚上 8:00 (教育樓一樓)。
* 週五-國語青少年團契，晚上 7:00 聚餐，7:30 聚會 (副堂)。
* 週六-馬可團契(國語成人)，下午 4:00 (圖書館)。
-喜樂與平安團契(粵語職青/25-35 歲)，晚上 7:30
(教育樓一樓)。
* 主日-國語崇拜，上午 9:20 (大堂)。
-英語成人主日學，上午 9:30 (圖書館)。
-英語青年(高中/以上)主日學，上午 10:00 (教育樓二樓)。
-英語初中主日學，上午 10:00 (教育樓二樓)。
-兒童主日項目，上午 10:00 (教育樓一樓)。
-國語主日學，上午 10:45 (圖書館)。
-粤語崇拜，上午 11:00 (大堂)。
-英語崇拜，上午 11:00 (副堂)。

與耶穌同行—生與死的認知(下)
馬可福音 8:29-38

對象：

8/5/2018

i)

信的人

ii) 實踐：
1. 人性對十字架的
馬可福音 8:32 耶穌明明的說這話，彼得就拉著祂，勸祂。
33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
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A.

還是不夠

B.

與

D.
的衝突

的意義
馬可福音 8:34(下)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i)

2. 從

的路徑

馬可福音 8:34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35 因為，凡
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
救了生命。3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
麼益處呢？37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38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
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祂父的榮耀裡，同聖
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A.

的無限價值
馬可福音 8:3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
甚麼益處呢？37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B. 從

得

的必要

馬可福音 8:3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
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C.

的要求
馬可福音 8:34(上)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ii)
iii)
反省：
1. 我的靈魂有沒有預備迎見神？
2. 我可如何實踐捨己？
3. 有甚麼十字架要我背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