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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主日(02/13/11)司事同工
郝繼華牧師/翁利俊弟兄
商戌菡姊妹
錢之浩弟兄、鄭詩銘弟兄
陳鄭強弟兄、邵東軍弟兄
陳 婕姊妹、齊秀麗姊妹
余麗萍姊妹、陳宜英姊妹
田 英姊妹
岑琬華傳道/伍積樂弟兄
陳 晴姊妹
吳李少蓮姊妹、馮 巧姊妹
戴梁綺勤姊妹、謝美玲姊妹
馬文忠弟兄
-郝繼華牧師/資鐵山弟兄
錢黃穎婉姊妹
徍國華弟兄、池佩劍弟兄
練如春弟兄、簡允聖弟兄
王意兒姊妹、王 寗姊妹
王北瑜姊妹、朱素艷姊妹
林明惠姊妹
洪惠琳姊妹/李 鈞弟兄
曾俊盈姊妹
樊 波弟兄、林 清弟兄
林殿璟弟兄
黎金玲姊妹、古徍桂芳姊妹
林素梅姊妹、朱惠珍姊妹
陳映如姊妹、張世宏弟兄
心聲/心田小組
瞿金釵姊妹/陳建東弟兄
陳 玫姊妹
池 池姊妹
周良忠弟兄、劉 琦弟兄
夏小秋姊妹、胡小蓮姊妹
黃愛芬姊妹、趙愛蓮姊妹
黃婷娜姊妹、黃青孟弟兄
林國輝傳道/張 勇弟兄
董 敏弟兄
鄧泳詩姊妹
林雲娥姊妹、鄭春金姊妹
劉玉金姊妹、施小珠姊妹
高芝瑝弟兄
王邵晨雨師母、江惠清姊妹
謝宜宏弟兄
盧 靜姊妹、林安妮姊妹
金 坤弟兄、王 安弟兄
Vicky
、 Nicole
吳蘊雯姊妹
謝宜宏弟兄/王邵晨雨師母
吳品雲弟兄
史辰曦姊妹、洪天瑤姊妹
林慶燈弟兄、董兊瓊弟兄
鄭朔渤弟兄
葉榮寶弟兄、安英愛姊妹
陳蓓蕊姊妹
江惠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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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與代禱
下週主日(02/20/11)司事同工
戴 新牧師/蔣 明弟兄
商戌菡姊妹
錢之浩弟兄、黃文彥弟兄
王 冠弟兄、邵東軍弟兄
陳 婕姊妹、齊秀麗姊妹
余麗萍姊妹、陳宜英姊妹
周和全弟兄
陳宗仁弟兄/陳 鈴弟兄
陳 晴姊妹
瞿忠信弟兄、夏天蔭弟兄
張葉佩君姊妹、伍小玲姊妹
伍積樂弟兄
何志偉弟兄
錢嚴武弟兄/徍國華弟兄
朱伶璇姊妹
沈立寰弟兄、葉頌恩弟兄
卓 翁弟兄、賈逸群弟兄
陳麗紅姊妹、余明惠姊妹
陳玉鳳姊妹、王意兒姊妹
林明惠姊妹
張世宏弟兄/樊 波弟兄
曾俊盈姊妹
陳詩林弟兄、黎亦林弟兄
俞沂三弟兄
蔡葉潤通姊妹、吳惜美姊妹
張儉玉姊妹、張麗容姊妹
黃宣錦弟兄、褚道一弟兄
英文堂
胡世樂姊妹/厲成生弟兄
瞿金釵姊妹
蔣若谷姊妹
池勝利弟兄、盧志勳弟兄
黃賽樂姊妹、周小蓮姊妹
虞和美姊妹、黃秀微姊妹
周莉莉姊妹、盧志勳弟兄
江 瑛姊妹/王忠文弟兄
倪 嫻姊妹
鄧泳詩姊妹
陳錦霞姊妹、林雲娥姊妹
劉玉金姊妹、鄭欽雲姊妹
高芝瑝弟兄
洪天瑤姊妹、官際一弟兄
譚耀邦弟兄
弓唯佳姊妹、王 欢姊妹
金 坤弟兄、王 安弟兄
Vicky
、 Nicole
吳蘊雯姊妹
譚耀邦弟兄/洪天瑤姊妹
葉榮寶弟兄
史辰曦姊妹
林慶燈弟兄、董兊瓊弟兄
鄭朔渤弟兄
葉榮寶弟兄、徍 敏姊妹
魏 華姊妹
吳品雲弟兄

1. 歡迎來賓:歡迎每一位參加今日的主日崇拜並第一次參加的新朋友，請留下
你的名字與資料，我們將與你聯絡，歡迎參加我們的小組。
2. 2011年每月七十計劃認獻:請弟兄姊妹重新填寫今年度的每月七十認獻。教
會每月需還銀行貸款，因著建堂奉獻(用來還每月貸款)有時不足，故每月
七十可補足每月之不足，另一方面可用多出來的清還總額。請弟兄姊妹因
著教會的需要填寫。讓我們一同為自己屬靈的家擺上。已收到110人認獻，
共91,790.00。
3. 週二「禱告奮興會」: 每週二晚上七時卅分至九時舉行。本週二將由郝繼華
牧師帶領禱告會，主題「生命改變的見証」。邀請全體弟兄姊妹一同來參
加。讓我們更多的禱告祈求，一同經歷神復興的作為。(凡細胞小組組長、
執事、敬拜團或主日學老師等請務必出席參加。)
4. 以色列縱橫遊:今年5月29日至6月10日將舉辦聖地進修團。5月29日(主日)
傍晚出發，6月10日中午回紐約。於以色列從北到南住十一天晚上旅館，由
郝繼華牧師帶隊。今次參觀的地點特多，有提比利亞、夏瑣、甘拿、黑門
山、拿撒勒、耶路撒冷、以拉他、別是巴、死海、該撒利亞、特拉維夫、
亞柯、迦密山等。全程收費為$1,710，另加上機票費用(約$1,000-$1,200)。請
與辦八室接洽，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5. 宣教部消息:感謝主2010年5月至2011年1月宣教經費神豐富供應，使支持宣
教的費用沒有缺乏。現最後一季度2月-4月的經費仍需$18,636，請有感動
和已認獻的弟兄姊妹支持宣教事工，並為宣教需要禱告。
6. 教牧行蹤:郝牧師將於本週三飛往台灣授課並主持台灣的信心聖經會社團法
人與各堂年度會議。將於3月5日回紐約。請為主僕的身體與教導代禱。
7. 午堂增加執事:感謝神！帶領午堂增加一位執事王意兒姊妹，求主使用她於
午堂中並為主作美好見証。
8. 中文小組詩班:目前早午堂中獻詩的詩班正式定名為中文小組詩班。主要目
的為獻唱特別聚會的詩歌，如受難節、復活節、聖誕節和特別佈道主日
等。參加者必須是已受洗的基督徒並於小組中忠心參與活動。而本詩班的
功能主要於主日的聚會中，故練習時間為主日下午一時卅分至三時。在不
影響小組之活動下，歡迎早、午堂小組推薦委身的基督徒參加。請為此詩
班代禱，能成為有生命力並有水平榮耀神的詩班。
9. 請家長留意:每主日是我們敬拜神、學習神話語的時間，為了下一代能專心
的來到神的面前，從小有一顆敬虔的心。請家長務必禁止小朋友在主日帶
各種的遊戲機來到教會。
10. 古美琴姊妹作整潔工作:古美琴姊妹將在每週末(週五至主日)替代焦弟兄作
教會整潔工作，請弟兄姊妹代禱。並請大家一同支持，讓神的名得榮耀。
11. 聖經難字小冊:感謝神！黎耀泉弟兄手稿已印成小冊並為建堂奉獻。每本5
元，所得用作建堂之用。
12. 清晨守望禱告: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時舉行。歡迎弟兄姐妹前來一同於禱
告中經歷更新，並為教會與肢體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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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1年主日獻花登記表:貼於佈告欄，願意奉獻的弟兄姊妹，請登記姓名與
電話。
每月經常開支目標:$79,099.00
每月還銀行貸款數額:$12,230.00
二月份經常奉獻(十一)收到:$21,477.66
二月份還銀行貸款奉獻:$1,557.00
二月份經常奉獻仍需:$57,621.34
二月份還銀行貸款仍需:$10,673.00
國語早堂(早9:30)
1. 歡迎來賓:歡迎每位參加主日崇拜，特別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或
朋友，再次歡迎上週新朋友：劉鳳嬌、向斌、安永福、刑長明。
粵語堂(早10:30/二樓副堂)
1. 歡迎來賓:歡迎每位參加今天的主日崇拜，願神的話語每天引導保守我們。
2. 主日學:成人主日學「三元福音訓練」，時間為主日上午9:00，於二樓副堂，
邀請弟兄姊妹一同學習神的話語。
3. 禱告會:聚會結束後仍有禱告會，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讓我們一起經歷禱告
的更新。
4. 基要真道班:新一期基要真道班將於2/20崇拜後開課，歡迎新朋友、未受洗
的弟兄姊妹參加。
5. 小組聚會:每週五8:00pm恩典小組，每週二6:00pm樂業小組，第三週公
4:00pm信望愛夫婦小組。
6. 代禱事項:
 為Carol爸爸，陳鈴姊妹的哥哥陳偉文先生患肺炎在香港醫院深切治
療，於昏睡狀態，情況危險，求主憐憫醫治。
 為參加傳福音訓練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賜給他們恩賜、智慧，一起為
神國爭戰。
 為主日要輪班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為他們開路，帶領他們能主日
分別為聖敬拜主。
國語午堂(早11:00)
1. 歡迎來賓:歡迎每位參加今天主日崇拜，特別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弟兄姊
妹或朋友，再次歡迎上週新朋友：張麗。
2. 服事人員開會:今日下午12:30-1:30PM在第一銀行二樓開會，請所有午堂教
牧同工及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務必出席，包括主席、司獻、招待。
3. 基要真道班:每週二早上10:30-12:00pm在教會圖書館，有基要真道班，歡
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4. 代禱事項:
 高希和弟兄(Edward Ko)的化療與電療程序將在二月底前作完，感謝神，
在療程期間副作用很少，高弟兄都能安然入睡，請代禱，讓高弟兄能堅
定信靠主，平安作完化療與電療，恢復健康。
希望中心(早11:15)
1. 歡迎來賓:歡迎每位參加主日崇拜，若有第一次參加本會聚會的朋友，請留
下你的名字與聯絡資料，我們希望與你繼續聯絡，再次歡迎上週新朋友：
張穎、姜璐，今天的午餐是由心聲與心田小組負責，歡迎弟兄姊姊留步！
2. 青少年、成人主日學:每主日10:00am-10:45am，青少年主日學有「認識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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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你的信仰」在102室，老師：張世宏弟兄和褚道一弟兄，成人主日學有「從
詩篇中學禱告」在106室，老師：李銳樸傳道，「會友班」在105室，老師：
陳曉姊妹，「基要真道班」，老師：李鈞弟兄，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3. 福音佈道訓練:除了每週三下午2:30pm-4:30pm，每主日下午1:30pm-3:30pm
在101室加開一班「福音佈道訓練」，內容有：禱告、唱詩敬拜、個人佈道、
出隊探訪，請弟兄姊妹禱告，有感動的，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見証與神同
工的平安和喜樂，將福音傳給萬民。
4. 各小組聚會時間:葡萄園與石榴園小組每主日下午1:15-2:30，在希望中心
103室；希望小組每週五晚上七時半在希望中心；新生命小組每主日下午
1:15-2:45pm在希望中心，歡迎弟兄姊妹來參加。
5. 請弟兄姊妹愛護神的家:希望中心目前還沒有專人負責總務清理，教會裡所
有的物品，使用之後請放回原處，小組和主日學所使用的房間請老師和組
長安排人清理，保持教會的整潔。
6. 主日禱告會:每主日9:45am-10:00am在106室有禱告會，請弟兄姊妹前來一
同為教會守望禱告。
7. 基要真道班:每星期五下午6:00-7:00pm在101室，歡迎新朋友參加。
8. 清晨禱告會:週一至週四早上兪時至九時，由神學院教牧同工帶領，請弟兄
姊妹同來守望，一同親近神，教會得復興，改建期間在母會舉行。
9. 兒童崇拜:於中文崇拜同時亦有兒童崇拜。歡迎家長帶孩子來一同敬拜。
10. 代禱事項:
 感謝神！這次的新春佈道會，共有四位朋友決志信主，請為他們的靈命
成長禱告。
 為馮俊已決志信主感恩，為他於本月14日回上海探望他哥哥，並為他哥
哥的身體禱告。
 為劉金水姊妹2/4日平安產下男嬰感恩，為朱惠珍姊姊辦理身份禱告。
 為希望中心的關懷事工禱告。
 為希望中心修建工程所欠缺的費用禱告，也為CO的申請禱告。
 為俞沂三弟兄的手臂疼痛禱告，求神醫治，早日康復。
國、溫州語堂(午2:00)
1. 歡迎來賓:歡迎每位參加今天的主日崇拜，特別歡迎第一次來聚會的新朋
友。
2. 點心奉獻:弟兄姊妹若有感動為聚會後的點心奉獻，可向執事登記，願神親
自記念。
3. 本週金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於是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 」(羅11:25-26a）
4. 代禱事項:
 為溫州堂的執事、同工、小組長、主日學老師們禱告，求主幫助我們的
服事，能夠榮神益人。
 為溫州堂的孩子和年輕人禱告，願神的話語成為他們生活的標竿。
 肢體代禱：為戴鳳英一家代禱，求主堅固她的信心，使她因認識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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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1.
2.

3.
4.
5.

懼怕邪靈的恐嚇攪擾。也求主格外保護他們一家；為Denise Pan和虞和美姊
妹的兒子Steven身體的康復求主施恩；為目前在國內的黃建敏弟兄身體禱
告；為葉崇英姊妹能有健康的晚年禱告；也為有身份需要的弟兄姊妹禱
告。
國、福州語堂(午2:00/二樓副堂)
歡迎來賓:歡迎每位參加今天的主日崇拜；願神的話語每天引導，保守我
們。
主日學:主日學「基督生平」12:30-1:30pm在圖書館，由林國輝傳道帶領，
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小組聚會:福州語以馬內利小組、沙瑪小組每週一晚7:30pm在大堂，沙龍小
組週二上午10:00-12:00pm，羅以小組主日下午4:30-5:30pm，請弟兄姊妹
參加，並為小組事工代禱。
基要真道班（上、下）:需要上基要真道班(上下)的弟兄姊妹可向林國輝傳
道報名，我們會盡量按大家休息的時間來安排上課。
點心奉獻:崇拜後為有更好的溝通，崇拜結束後有點心供應，有感動的弟兄
姊妹可以為點心愛心奉獻。
代禱事項:
 為上主日及在週一以馬內利小組決志信主的王銀華、許依妹姊妹禱告，
求主堅固她們的信心。
 為張勇弟兄在中國身體軟弱的父親禱告，求主醫治，也加添他母親的力
量來照顧家中的一切。
 為林志盛弟兄的身體康復禱告，求主加添他身心靈的力量。
 為三位懷孕的母親鄭彬、徍銀錦、郭英姿姊妹禱告，求主看顧保守她們
的身體和胎兒的健康成長，天天充滿從主來的平安喜樂。
本週金句:「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既是出於
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羅11:5-6）
國語晚堂(晚8:00)
歡迎來賓:歡迎每位參加今天主日崇拜。
晚堂小組聚會:(一、三)於每週一晚上8:00-9:30pm在教會，(誠心、提摩太)
於每週三晚上7:30-9:00pm在教會，(但以理、信心青少年)於每週公晚上
5:30-7:30pm在教會，電話：718-961-9355；歡迎弟兄姊妹並帶朋友踴躍參
加。
晚堂小組長開會:每月頭週一晚上6:30在圖書館有組長和副組長會議，請準
時參加。
1
3
誠心
提摩太 但以理 信心青少年
出席
共42人
人數
15
10
17
代禱事項：
 為弟兄姊妹在工作上、身份、婚姻申請上所需的恩典，求主保守供應。
 為即將要生產的媽媽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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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小組內容
I.破冰

II.敬拜

III.神的話

IV.分享代禱

★羅馬書11:13-36
1.保羅面對自己同胞的得救，他的態度如何？(羅 11:14-16)
2.外邦人是因何故得救的？(羅 11:15-20)
3.如何看神的恩慈與神的嚴厲？(羅 11:22)
4.神對以色列有何計劃？(羅 11:25-27)
5.外邦人如何看自己的得救？(羅 11:29-32)
6.分享你對神有哪方面深刻的認識？(參羅 11:33-36)

講壇筆記
長久在神的恩慈裏
羅11:13-36

引言: 羅11:22
1.以色列人被棄；我們得以與神和好(羅11:15)

2.我們不可誇口；要記念恩典從何而來
(羅11:17,20,30)

3.以色列不信被管教；我們卻要長久信靠
(羅11:20-23)
結論: 明白神是一切的源頭與答案(羅1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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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母會小組與禱告會時間表
日期

時間
12:30-2:00pm
01:30-3:30pm
04:30-5:30pm
7:00am

聚會名稱
恩惠小組
每主日
真光小組
福州語羅以小組
週一至週五
晨禱會
福州語以馬內利小組
7:30 -9:00pm
福州語沙瑪小組
每週一
晚堂小組(一)
8:00 -9:30pm 晚堂小組(三)
溫州堂憐憫迦拿小組
10:00-11:30am 福州語沙龍小組
每週二
6:00-7:30pm 粵語樂業小組
7:30-9:30pm 禱告奮興會
6:30-7:45pm 英文堂禱告讚美會
每週三
8:00-10:00pm 晚堂誠心小組
8:00-10:00pm 提摩太小組
9:00-12:00pm 溫州堂恩慈小組
恩福小組
每週四
7:30-9:00pm
心路小組
8:00-9:30pm 布錄崙查經小組
粵語恩典小組
心悅小組
心燃小組
信實小組
心弦小組
雅歌小組
7:30-9:30pm
每週五
磐石小組
百合姊妹小組
芥菜種小組
恩光小組
Lamb of God Cell Group
AWANA
7:45-9:15pm 家欢家庭小組
第一、三週五 10:30-12:00pm 迦勒年長小組
晚堂但以理小組
5:30-7:30pm
每週公
晚堂信心青少年小組
7:30-9:00pm 溫州堂JOY小組
第一、三週公 7:30-9:30pm 北法拉盛小組
每月第三週公 4:00-5:30pm 粵語信望愛夫婦小組
第二、四週公 6:30-9:30pm 家恩家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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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聯絡人
133-07 李 茜718-810-1023
133-07 錢之浩917-669-9826
副堂 江 瑛201-289-0828
大堂 郝牧師347-923-3888
大堂 倪 嫻347-542-9774
大堂 金世豪718-200-7321
副堂 楊愛香646-878-3335
204/205 葉榮寶347-326-1198
家庭 瞿金釵347-654-5118
副堂 王忠文646-238-5060
204/205 陳 鈴718-720-1831
教會 郝牧師347-923-3888
大堂 Greg 917-721-5844
大堂外 王敏玲347-552-4419
圖書館 王牧師718-961-9355
教會 夏秀華718-353-1360
大堂 戴牧師917-346-3007
208/209 盧志勳 917-660-1192
家庭 林傳道347-742-5770
204/205 岑傳道718-450-4048
133-07 任冠綸917-285-4157
希望中心 錢嚴武718-874-2679
副堂 沈立寰917-497-2627
家庭 池佩劍917-640-8557
教會大堂 戴牧師917-346-3007
210室 舒 展718-357-7440
圖書館 齊秀麗917-836-2720
大堂
蔣 明347-256-0965
大堂
206/207 Jeddy 646-549-1060
二樓 梁傳道718-358-3290
202/203 資鐵山917-439-0193
大堂 李牧師718-651-7572
二樓 王 安718-539-0815
副堂 金 坤917-325-5655
206/207 黃賽樂347-804-3000
家庭 陶筱蘭917-293-0036
家庭 袁任敏917-560-3707
教會 廖約翰718-352-8269

希望中心小組時間表
日期

時間
01:00-2:30pm

每主日

01:15-2:30pm

每月一次主日 12:30-2:30pm

聚會名稱

地點

聯絡人

新生命小組

希望中心 楊重芬917-687-3128

葡萄園小組

希望中心 李 鈞718-577-1982

石榴園小組

希望中心 樊 波646-339-3835

Kara Family Cell Group At Home Helen 917-816-7949
心聲小組

希望中心 褚道一 646-379-7530

心田小組

希望中心 陳映如 917-291-6558

希望小組
每週五

7:30-9:30pm

希望中心 黃瑝鶯718-724-9195
Hope
Agape Cell Group
Center Connie 646-920-0321
Hope
Anavah Cell Group
Center Justis646-706-3368
Hope Wing Chi
Makrothumia Cell Group Center
718-710-8525
Hope
Kristosis Cell Group
Center Trusfy 917-771-5034

信心社區關懷中心
地址: 133-20 41 Ave. Flushing, NY 11355

電話(718)961-2416

 聖經難字小冊，信心聖經教會編著(黎耀泉弟兄手稿)，每冊$5元。
 中文學校2011年春季班，2月5日開課，採用漢語、拚音五百字說華
語。
 美術教室2月12日開課計12堂課，基本素描，認識色彩，想像力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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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主日學時間表

上主日聚會與兒童成人主日學人數及奉獻

時間：上午九時

教師

語言 教室

國語早堂崇拜

•01三元福音訓練

岑琬華傳道

粵語 副堂

粵語堂崇拜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教師

語言 教室

國語午堂崇拜

•02 四福音合參(三)

李建生牧師

國語 204/205室

英文堂崇拜

•03 基要真道班(上)

李 茜姊妹

國語 圖書館

國、溫州語崇拜

148人 國、溫州語崇拜經常奉獻

$2,438.00

國語 208/209,210室

國、福州語崇拜

86人 國、福州語崇拜經常奉獻

$1,132.30

語言 教室

晚堂首堂崇拜

62人 晚堂首堂崇拜經常奉獻

$1,120.50

•04 Old Testament Survey Bro. Jeddy Hao/Bro. Antonio Jha 英語 206/207室

國語晚堂崇拜

73人 國語晚堂崇拜經常奉獻

$820.00

•05 箴言(下)

陳伊倫弟兄

國語 202/203室

早堂兒童崇拜

11人 早午堂兒童主日學

$17.80

時間：上午十一時

教師

語言 教室

午堂兒童主日學

37人 溫州堂兒童主日學

$7.00

•06 舊約概論

田 英姊妹

國語 204/205室

溫州語/福州語兒童主日學

81人 希望中心英文崇拜經常奉獻

$1,960.00

•07 士師記 & 路得記

任可愛傳道

國語 133-07一樓

晚堂兒童主日學

12人 希望中心國語崇拜經常奉獻

$1,370.00

•08 基要真道班(下)

翁越娟姊妹

國語 133-07一樓

希望中心英文崇拜

56人 希望中心兒童主日學

•09 基要真道班(上)

錢之浩弟兄

國語 133-07地下室

希望中心國語崇拜

•兒童主日學幼兒2,3歲班 戴張藹君師母、謝勤慧姊妹

英語 210室

希望中心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幼兒4,5歲班 陳 婕姊妹、潘玉鳳姊妹

英語 208/209室

•兒童主日學1-2年級

蔣 明弟兄、費莉萍姊妹

英語 圖書館

法拉盛本會各堂
成人與兒童崇拜總數

•兒童主日學3-5年級

周和全弟兄

英語 202/203室

法拉盛本會英文堂成人主日學

時間：中午十二時卅分

教師

語言 教室

法拉盛本會中文堂成人主日學

45人 指定愛心奉獻

$50.00

•10 基督生平(三)

林國輝傳道

國語 圖書館

希望中心英文堂成人主日學

35人 東北事工

$10.00

時間：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教師

國語 教室

希望中心中文堂成人主日學

23人 神學院

•11 基要真道班(下)

瞿金釵姊妹

國語 202/203室

•12 基要真道班(上)

陳建東弟兄

國語 210室

目前建堂銀行貸款餘額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教師

語言 教室

2月份建堂奉獻實際收到

$1,557.00

•13 基要真道班(上)

江惠清姊妹

國語 204/205室

2011每月七十實際收到

$17,737.00

•14 基要真道班(下)

譚耀邦弟兄

國語 202/203室

希望中心改建實際收到

$247,679.14

時間：晚上兪時三十分

教師

語言 教室

•15 聖經

老師們

國語 202/203室

•兒童崇拜

朱世瑜姊妹/王北瑜姊妹/施偉誼姊妹

時間：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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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人 國語早堂崇拜經常奉獻

$5,889.25

38人 粵語堂崇拜經常奉獻

$1,243.00

187人 國語午堂崇拜經常奉獻

$5,350.71

34人 英文堂崇拜經常奉獻

$112.65

$16.45

106人 法拉盛本會主日
20人 經常奉獻總額

$21,477.66

宣教奉獻

$1,715.00

感恩奉獻

$200.00

9人 愛心奉獻

$210.00

1,131人

$720.00

$1,655,399.80

可樂娜堂會成人與兒童出席人數 122人 上主日可樂娜堂會奉獻總額

$3,343.00

新海園堂會成人與兒童出席人數 87人 上主日新海園堂會奉獻總額

$1,8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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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聖經神學院
紐約本部
地址: 154-02 41 Ave., Flushing NY 11354
辦八室 (718)358-3290 (718)886-9911
1. 感謝神！2011年春季學期已開始上課，至上週三為止，報名人數已達82
位，並有15位新同學：金坤、林琦龍、沈萬發、巫武雄、徍丹、文國
強、羅錦華、施偉誼、湯文錦、王翠蘭、戴仁愛、朱惠珍、陳曉亮、劉
娟，蔡順菊等，請為老師及新舊同學禱告，使他們能在學期內恩上加
恩，力上加力。若有弟兄姊妹仍有感動前來接受裝備，本週仍可繼續報
名上課，選課表請向教會櫃台索取。
2. 本週三學院早會將由郝萬以嘉師母傳講信息，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3. 週一陳永建牧師的「教會行政與組織」的課程，將自2月28日下午兩點開
始第一堂，連續兪週，請留意。
4. 感謝神，差派兩位新老師前來授課，請為許仁國牧師和陳永建牧師代
禱。
5. 請為神學院正式所在教室希望中心代禱，期能儘速獲得希望中心使用執
照，使學院儘速返回原址上課，並盼望能為希望中心目前仍欠缺之建築
費及整修費用代禱。
6. 為教導神的工人不遺餘力的李玉惠老師經診斷患有嚴重胃潰瘍，請為老
師身體代禱，求神醫治祂的使女，俾能免動手術。
7. 郝繼華院長之腸胃再次不適，請為郝院長身體代禱。
8. 學生金月明因父親患病，前往香港照顧父親，本學期暫停修課，請為金
伯父之身體代禱。
9. 請為鄭浩賢牧師之父親手術後左腳復原有力代禱。
台灣分院
台北課室: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130號B1
電話 011-886-22306-4508，傳真 011-886-22302-5026
台中課室:台中雙十路一段4-33號11樓之2
電話 011-886-42372-4889，傳真 011-886-42372-1178
巴西聖保羅聖工培訓中心
地址: Senador Querioz 645, 1st Fl., Rm.13-15
電話: 011-5511-9552-1800 011-5511-8397-5001
法國巴黎歐洲信心聖經學院
地 址 : 46 Rue du Belleville, 75020, Paris, France
電 話 (01)
4366-0482
溫哥華信心聖經神學院(與維華學院合作)
地址: 5904 Tyne St., Vancouver, BC V5R 4L6, Canada
電話: 011-5511-9552-1800 011-5511-8397-5001
函授部
地址: 154-02 41 Ave., Flushing, NY 11354
辦八室(718)358-3290, (718)886-9911
傳真(718)886-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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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與植堂消息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紐約可樂娜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99-14 43 Ave. Corona, NY.
電話:(718)396-4790 傳真:718-507-8386

楊恩光牧師

紐約新海園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1400 Jericho Turnpike, New Hyde Park NY 11040
電話(516)833-6597 646-331-2732

黃 吉吉 牧師

臺北萬華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108臺北市南寧路70-1號2F
電話:011-886-22306-4508
傳真:011-886-22302-5026

白啟仲牧師

台東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台東市仁五街115號
電話:011-886-89-2306-05

曾禮義牧師

巴西聖保羅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 Rua Senador Querioz 645, 1st Fl., Rm.13-15
電話:011-5511-8397-5001
台灣高雄葡萄樹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121號
電話:011-886-7-343-9451

林琇玲傳道

王泰浩牧師、林秋月傳道

花蓮吉安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355號
電話:011-886-3-8535081

陳信義牧師

泰山信心聖經教會
地址:臺北縣泰山鄉明志路三段168號3樓之三
電話:011-886-22908-3904

葉宇坤牧師

〇

溫哥華信心聖經教會

張玉春弟兄

〇

台中信心聖經教會

高道正弟兄

〇

〇

14

主日信息講壇

愛心服事的同工團隊
法拉盛本會
主任牧師:郝繼華牧師 早堂牧區:戴新牧師
粵語堂牧區:岑琬華傳道
午堂牧區: 郝繼華牧師(暫代)、李建生牧師
英文堂牧區：Bro. Jeddy Hao
溫州堂牧區:任可愛傳道 福州堂牧區：林國輝傳道 晚堂牧區:王景福牧師
姊妹牧區:田戴曉文傳道 年長牧區:李建生牧師
主任牧師助理：田戴曉文傳道
幹 事:戴權弟兄、古美琴姊妹(部份時間)
接待同工：胡慧靜姊妹
電腦與美術設計同工:葉頌恩弟兄
兒童主日學同工：戴張藹君師母
希望中心
主任牧師：郝繼華牧師
中文堂牧區：郝繼華牧師(暫代)、李銳樸傳道
英文堂牧區:Min. Greg Woo
青年牧區：任小繽傳道
希望中心中文堂同工：李銳樸傳道
可樂娜堂會
新海園堂會
教牧:楊恩光牧師
教 牧:黃吉吉牧師
神學院
院長:郝繼華牧師
副院長:金京來牧師
行政主任:郝萬以嘉師母
秘書:任小繽傳道
函授部:梁慧賢傳道
信心聖經會社區中心及信心書局
課後輔導班同工
石何香凝姊妹
葉頌昕弟兄
神學生實習
李 茜姊妹 陳伊倫弟兄 江惠清姊妹
本會十五位執事
早堂：余翠梅、嚴香友、陶筱蘭；粵語堂：陳鈴；午堂：資燕雲、王意兒
溫州堂：陳建東、瞿金釵；福州堂:鄒宗奕、陳雲釵；晚堂:王敏玲、史辰曦
早堂兒童主日學：李郭金枝；午堂兒童主日學：張銘；希望中心中文堂:李鈞

路 7:36-50

耶穌—願意赦免的主

郝繼華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平安！親愛的朋友平安！今天我要講的題目「耶穌──願
意赦免的主」今天我們可以從這一段的聖經裡面更清楚的看見耶穌是一位怎麼樣
的主。耶穌實在是我們人人的需要。今天我要用三個問題來分享這篇信息。
1.誰是有罪的？只有這有罪的女人嗎？或者連同這個法利賽人西門呢？
(1)我們先看這個有罪的女人(路 7:37)「那城裡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
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裡坐席，就拿著盛香膏的玉瓶。」聖經講到這個女人，是個
罪人。表示她在人人的眼中就是一個很不好的人，通常在中文聖經用「罪人」來
翻譯解釋這個人，乃在表明她作很不好的事情。也許她是妓女，也許是一個犯奸
淫的人。有人贊同這個女人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也有人認為這個女人根本不是
抹大拉的馬利亞，而初期的教父很多都贊同這女人是馬利亞，教父們在歷史上是
屬於早期的教會，他們應有正確的耂據。因此我相信這也應該是抹大拉的馬利
亞，無論怎麼樣，這個有罪的女人來尋找耶穌。
有一件事我們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甚麼法利賽人西門請耶穌到家裡吃飯，
隨便地就有人可以闖進屋子裡來？原來在耶穌時代的風俗習慣，當有尊貴的人來
參加筵席，請客的人會容許這個聚會八開，就是讓外面的人可以站在附近並且聽
他們的對話。變成一個開放式的聚會，但外面的人卻不在席中，這樣我們就可以
明白為甚麼這個女人會出現在當中。現在問題是誰是有罪的？這個女人在眾人的
眼光中是一個有罪的人，而法利賽人呢？
(2)現在我們看一下法利賽人西門，路加福音 7:36 提供給我們這個人的身
份。「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裡去坐席。」法
利賽人在當時的猶太人當中是解釋律法的人，也可以說他們是律法權威。猶太人
們看見他們都要表示尊敬，而路加福音 7:40 節耶穌有說到西門，我們就曉得這法
利賽人名叫西門。一般來說猶太人的拉比不會在八開的場合與女人說話，也不會
在八開的場合與女人一起吃飯，因此這個有罪的女人對西門來說是一個不速之

「新春佈道會聯合小組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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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非常的不受歡迎。如果我們看下面的經文，我們就可以明白耶穌的意思，其

德的罪，他卻自圓其說我比那些人好，我問題不算這麼大，這就是有罪的女人與

實女人也好，法利賽人也好都是欠神債的人。在人的眼光中好像有甚麼區別，但

法利賽人西門的比較。

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羅馬書 3:23 節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在真實的光景中，誰能說自己是一個義人？我發現一個道理，越有才能的人，或

在這個比喻中那多得恩免的人，後來被赦免就更愛赦免他的。這就是那個女
人的情形。因為她知道她需要更多的赦免，誰需要赦免？我們另外來看一下

者有一點學識，或者地位比別人高一些，這樣的人很容易看不起別人，而且他因

(2)法利賽人西門，在這個比喻中有一個欠五兩銀子的，但他的双應不像欠

為這些而使到自己眼瞎，他看不見自己的問題，正如這個法利賽人西門一樣，但

五十兩銀子的。這是指法利賽人西門。其實欠債的問題，無論你欠多少債，你都

是如果講起內心，人人都是敗壞黑暗的。我看見有一些狗在搶食物的時候，牠就

是欠債。欠一兩是欠，欠一百兩也是欠。欠了債就是要償還。這個比喻也有一個

是這麼的跑過去將對方的食物搶過來，我們稱牠們為動物，我們就說這是牠們有

双面的意義，就是法利賽人西門並不覺得自己有欠債，因為他自覺不像那個女

獸性。而人呢？人不會去明搶對方的食物，但人卻在心中謀算別人，設計去害

人。其實他在耶穌的眼光中也是一個罪人。女人的罪是明顯的，西門的罪卻是隱

人。我們稱他為人。這樣說來，誰比誰可怕？人比動物還可怕！對嗎！

藏的，女人的罪是八開的，西門的罪卻是在他靈裡面。今天有多少人像這個法利

最近我跟師母帶了兩個兒子回香港，為要給我母親慶祝 80 大壽。同時我們

賽人西門一樣，他並沒有作甚麼十惡不赦的事，但是他心靈中卻是充滿驕傲，他

也用了幾天到中國大陸，帶他們去上海兩天，我們對兩個兒子說，各方面都要小

是眼瞎的，看不見自己的真正光景，你是在這種情況中嗎？就好像在福音書中，

心。有一天我與兩個兒子走在步行街上，忽然間大兒子對我說，有女孩子說要請

有一個行淫女人被抓起來站在眾人當中，猶太人問耶穌說，這個女人要如何對待

我喝東西，當然他被我提醒過，多少單純弄不清楚的人以為這些人怎麼這麼友

她呢？照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頭打死的，你認為呢？當然耶穌很有智慧地回答，

善，人敗壞的事實在很多，動物只能說牠們很殘暴，或者會咬人，還能說牠們甚

沒有說可以，也沒有說不可以。你們哪一個沒有罪的，可以先用石頭來打她，結

麼？人的壞事卂奇百怪。這個法利賽人心中的黑暗他不去正視，卻只是在那裡指

果有沒有人打，沒有，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出去了。當這些人抓這個女人來審

出別人的問題。其實我們都是罪人。

判的時候，他們是眼瞎，看不見自己的光景，但後來卻被耶穌指了出來。

2.誰需要赦免？是有罪的女人呢？還是包括法利賽人西門！

3.誰被主接納？

(1)有罪的女人(路 7:41-43)「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

(1)有罪的女人(路 7:38,39,47,48)「站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腳哭，眼淚濕

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

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請耶穌

人的債，這兩個人那一個更愛他呢？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個多得恩免的人，耶

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裡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怎樣的

穌說，你斷的不錯。」在這個比喻當中，我們很容易就看出耶穌所說的欠五十兩

女人，乃是個罪人。」然後 47-48 節「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

銀子的是指這個犯罪的女人，而且好像說，她犯的罪比較多。 Dr. Warren

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

Wiersbe 解釋這部份的時候，他說，這一個比喻並非是針對一個人生命中心中對

如果我們看耶穌對這女人的回應，就知道耶穌接納這有罪的女人，並且後來赦免

罪的知覺。我用個比方來說，一個人犯了不道德的罪，他在神的光照下，他說我

了她。這個女人作了甚麼，站在耶穌背後，表示她真心的悔改，連正面都不配去

真是一個大罪人，我需要神特大的憐憫。而另外一個人，他在心中不斷的犯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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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耶穌，她在耶穌的腳前哭泣。而親嘴的禮儀是用在人與人接觸之時，耶穌時代
18

的親嘴問安，是一種平常接待尊敬的人的禮儀，並沒有所謂不清潔的想法。但這
女人卻認為只親在耶穌的腳上，因為她自覺不配。最後又把香膏抹上，從這所有
的表現看來，這女人是一個願謙卑，並徹底認罪悔改的人。如果一個媽媽整天為
他兒子頭痛，一直勸他不要一天到晚沉迷在電腦上，因為兒子沒有一天不坐在電
腦前面不花十個鐘頭的，並且也因為如此荒廢學業。突然有一天，母親很驚訝兒
子竟然將自己的電腦打包起來不再使用，然後早上起來穿著整齊，按時到學校
去。請問，這是不是一個大改變？而且是徹底的改變。這女人所作的完全是悔改
的行為。耶穌說「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這個意思就是她知道
自己的罪無法解決，只有能赦免人的神能塗抹。她相信耶穌能幫助憐憫她，因此
她的罪被耶穌赦免，只有心靈痛悔的人，能得著神的赦免。約翰牛頓寫的聖詩
「奇異恩典」其中歌詞說：「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一個真正悔
改的人必須是有如此的救恩。若你不自覺失喪，你如何能被神拯救呢？
(2)法利賽人西門(路 7:44-46)「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使對西門說，你看
見這女人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濕了我的腳，
用頭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
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如果你尊敬一個人，你
就會使對方感到他是重要的，你會盡你所能的去接待他，其實當時在禮儀上來
說，法利賽人西門並沒有照風俗來對待耶穌，如果你認為耶穌是老師，他會作以
上所說的，給耶穌洗腳，用膏油來膏老師的頭，也要與老師親嘴，因此可以看見
西門請耶穌來，只是想聽一聽耶穌某一些理論。正所謂說說談談，但卻並沒有真
正尊崇耶穌，這個事件有點像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比喻。那個小兒子就像這個女
人，他沉淪，他失喪，但他願意回到父親的面前。而法利賽人西門就像那大兒
子，自以為義，及至小兒子被父親接納，他發脾氣，仍然站在外路不肯進去，表
明這大兒子根本不需要特別的憐憫與拯救。
你必須要肯謙卑下來，承認自己的問題，來到神的面前並信靠衪。衪必然會
拯救你。你願意作一個被神赦免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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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詩敬拜
揀選
你十字架的大能重價贖回我靈魂
你恩典使我被揀選叫我生命果子常存
求主用我來贏得更多靈魂堅固我潔淨我委身做你門徒
求主差遣我去傳揚你的愛以愛擁抱城市建立合一教會
賜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喔主在你凡事都能
我心要稱謝耶和華
我心要稱謝耶和華天天求告衪的名
要向衪唱詩稱頌訴說衪奇妙作為
我要傳揚衪的作為我要歌頌衪的慈愛
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要向我的神歌頌

(寶貴十架)

(全能的創造主)

榮耀歸於天父
(藍詩本9首)
1.榮耀歸於天父衪哀憐普世為救我們罪人賜下獨生子
主也甘心情願為我們捨命要開一個恩門使我們得生
2.父神赦罪恩典因主而廣賜不論甚麼罪人靠主都得贖
你罪惡雖極重若真信不疑就立時蒙赦免永遠不再提
3.救主恩訓導我學八道正義使我雖在世上安樂如在天
直等我的眼睛得見主榮面那時我的福樂更無窮無限
副歌:讚美主讚美主全地當尊衪名讚美主讚美主萬民都當歡欢
藉著聖子耶穌可親近天父衪已成功救贖榮耀歸天父
一齊入到主的聖殿
一齊入到主的聖殿敬拜我恩主
一齊入到主的聖殿讚美主高舉我手
一齊入到主的聖殿要忘記我苦惱
歡欢起舞拍掌歌頌敬拜全能神
聖父慈愛聖靈同在基督耶穌配受大榮耀
尊貴奇妙永活磐石全人跪拜重擔放開極力頌讚衪
一齊入到主的聖殿敬拜我恩主
一齊入到主的聖殿讚美主高舉我手
一齊入到主的聖殿要忘記我苦惱
歡欢起舞拍掌歌頌敬拜全能神

(粵語堂)

靜默你跟前
我靜默在你跟前承認你是神
我深知我的人生在你手最安穩
我靜默在你跟前承認你是神
我放低我的籌算完全降服被你牽引

(粵語堂)

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你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你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窩
唯你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你竟這般顧念我

(粵語堂)

教會對面停車場主日免費，請多使用。
主日聚會可使用百利停車場，有三小時的免費停車。在大豐超市斜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