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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灵诚实  

来敬拜上帝 

请关闭手机或 

转换震机模式 



 

敬 拜  

Worship 

恩信浸信会 



Lord, please come to 

revive 1/2 







Lord, please come to 

revive 1/2 







除 你 以 外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1/4 《 除你以外 》 



除你以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除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2/4 《 除你以外 》 



★  虽然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 

  渐渐地衰退 

3/4 《 除你以外 》 



但是神是我 

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 

4/4 《 除你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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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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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Epsom Baptist Church’s licensing no. 148662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 

让我真实的见到你 

Epsom Baptist Church’s licensing no. 148662 

1/4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 

今生颂扬的 

Epsom Baptist Church’s licensing no. 148662 

2/4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Epsom Baptist Church’s licensing no. 148662 

3/4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 

       这是最美的祝福  ☆ 

Epsom Baptist Church’s licensing no. 148662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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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祂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祈 祷  
Prayer 

恩信浸信会 



读 经 
Scripture Reading 

 

 

腓立比书  3:17-21, 4:1 
   

 

恩信浸信会 



17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 

     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Join together in    

         following my exampl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just as you  

         have us as a model, keep your eyes on those who live as  

         we do.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7-21, 4:1 



18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  

     你们： 
     For, as I have often told you before and now tell you again  

       even with tears, many live as enemies of the cross of   

       Christ.  

 

19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    

     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Their destiny is  

        destruction, their god is their stomach, and their glory is in   

        their shame. Their mind is set on earthly things.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7-21, 4:1 



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But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And we eagerly await a Savior from 

        there, the Lord Jesus Christ,  

 

21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 

     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who, by the 

       power that enables him to bring everything under his 

       control, will transform our lowly bodies so that they will be   

       like his glorious body.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7-21, 4:1 



20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 

    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Therefo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whom I love and long for, my 

      joy and crown, stand firm in the Lord in this way, dear  

      friends!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7-21, 4:1 



讲 道  
Sermon  

 

蔡甯牧师    主讲 

恩信浸信会 



 
Citizens of Heaven  

be Stood Firm in Lord 

 



我们却是天上的
国民…        But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当靠主站立得稳。    

      …stand firm in the Lord .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But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And we eagerly await a Savior 

        from there, the Lord Jesus Christ,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20 

 

基督耶穌為天國君王（不用選舉） 

從天而來的全面福利（不分彼此） 
 

 

 
 



 



 
Citizens of Heaven  

be Stood Firm in Lord 

 

 

 

 

 



 
Citizens of Heaven  

be Stood Firm in Lord 

 

 

 



18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  

     你们： 
     For, as I have often told you before and now tell you again  

       even with tears, many live as enemies of the cross of   

       Christ.  

 

19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    

     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Their destiny is  

        destruction, their god is their stomach, and their glory is in   

        their shame. Their mind is set on earthly things.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8-19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Their destiny is destruction,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their god is their stomach,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and their glory is in their shame.  

他們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Their mind is set on earthly things.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9 



假教師、仆人和他的结局 



 

   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 

   防备妄自行割的. 
       Watch out for those dogs, those evildoers,  

       those mutilators of the flesh.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2 

防备(提防)猶太主義者 

犬类 （狗）  

作恶的 

（詭詐的假使徒）  

妄自行割的（ 自殘)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他們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9 

勸人要隨從靈，卻活在魂裡，隨從肉體 

勸人要弟兄相愛合一，卻到處排除異己 

勸人要彼此顧念牧養，卻只知牧養自己，
穿羊毛，宰肥壯的，而不知牧養群羊 

勸人要彼此認罪， 卻從來不曾向人認罪，
只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不想自己眼中
有梁木 



•「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
他們是假的來。」                                            啟示錄2:2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
摸樣」。                                                       哥林多後書11:3 

•主耶穌也曾囑咐:「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
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憑
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馬太福音7:15~16 

•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                             啟示錄12:9，20:10 

•有時裝作光明的天使來迷惑人，所以牠的差役，
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 。哥林多後書11:14~15 



•謹慎 : 要藉查考聖經來分辨所聽見的道
是與不是；          （如帖撒羅尼加人：使徒行傳17:11） 

•天天考查聖經的結果，這聖經就使我們
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後書
3:15） 

 

你們要謹慎，警醒祈禱 
Be on guard ! Be alert !（馬可福音13:33） 



•警醒祈禱 : 要藉接觸內住真理的聖靈得
以明白一切的真理。              （約翰福音16:13） 

•我們天天禱告與主交通的結果，這聖靈
就是膏油的塗抹，在凡事上教訓我們（約
翰壹書2:27），我們就能清楚地認得好牧人
的聲音（約翰福音10:4） ，從而逃離假使 徒 。 

你們要謹慎，警醒祈禱 
Be on guard ! Be alert !（馬可福音13:33） 



•再者，凡是與真使徒並真先知的憑據不相符
合的，他們定規是假的。我們若留心看他們
為人的結局（ 希伯來書13:7），就能分辨出真假來。 

 

•所以保羅祝福腓立比教會： 「使我們的愛心，在
知識和各樣的見識上，多而又多，使我們能
分辨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
子。 」 （腓立 比 書 1:9~10） 

你們要謹慎，警醒祈禱 
Be on guard ! Be alert !（馬可福音13:33） 



 
Citizens of Heaven  

be Stood Firm in Lord 

 

 

 

 

 



 



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But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And we eagerly await a Savior from 

        there, the Lord Jesus Christ,  

 

21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 

     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who, by the 

       power that enables him to bring everything under his 

       control, will transform our lowly bodies so that they will be   

       like his glorious body.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20-21 



 

 



 
Citizens of Heaven  

be Stood Firm in Lord 

 

 

 



17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
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Join together in following my exampl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just as you have us as a model, keep your 

eyes on those who live as we do.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7 

「要留意看」原文與3:14的「標竿」是同一字根 

意思：這些被留意看的人成了 

學習者、仿效者的目標、路標， 

這些人都成為我們屬靈成長的路標！ 

 

   还有许多人是跟随保罗有
同样的心志，他们以耶稣
基督为他们人生的标竿， 

要留意他們 ！ 
 



真教師、仆人和他的结局 



• 我们所顾念的，不是
地上的事情，这个世
界上，我们不过是匆
匆过客，最终我们要
进入天国。因此，我
们现在“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
上降临”



 
Citizens of Heaven  

be Stood Firm in Lord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許
多好榜樣可以看和學習！ 

•叫我們不要為了追求今生肉
體的滿足犯罪； 

•要做一個神百般恩賜的好管
家。 

•當主再來的時候，我們舊的
身體要改變，一起承受祂的
榮耀。 





玛拉基书  3:10  

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 

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哥林多后书  9: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奉献乃基督徒的 

权利和义务， 

如未信耶稣／不明白 

奉献意义者， 

请让奉献袋传过即可！  



玛拉基书  3:10  

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 

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哥林多后书  9: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奉献乃基督徒的 

权利和义务， 

如未信耶稣／不明白 

奉献意义者， 

请让奉献袋传过即可！  



 

为奉献祈祷 
Pray for the offering 

恩信浸信会 



欢迎  Welcome 

 

新来宾  New Comer 

 寿星  Birthday Star 

周年纪念  Anniversary 



 

家事分享 
Announcement 

 

恩信浸信会 



下 周 侍 奉 

主席  Deacon Willa Hui 

敬拜  Pastor Daniel  Choi 

乐手 Gavin Yu 

讲道 Pastor Jeff Whittaker 

         传译 Pastor Daniel  Choi 

   主餐预备    Deacon Kristy Choi 

      主餐襄礼 
Deacon Willa Hui 

Deacon Kristy Choi 

音响控制 Stanley Tang 

收/数点奉献   
Xuan Yun 

Shelly Lin 

接待   
Leona Chan 

Amanda Wang 



《 家事分享 》 

感谢主，任秀姊妹和陈立群姊妹分別在上
周四和周一決志信主，并在周三晚上受浸
归入基督名下。有超过30位华洋弟兄姊妹
观礼。荣耀归予上帝。 



《 家事分享 》 

28/9 周四为英语会话班今个学期最后一课，
放假两周，下学期在 19/10 复课。 



《 家事分享 》 

教会于 29/9 周五晚上 7 时举行「才艺晚会
庆中秋」，敬请预留时间出席并表演你的
才艺。请邀请亲友参加，也带点心小吃作
夜宵分享。 



《 家事分享 》 

教会于 30/9 周六上午 9 时开始教会堂所大
扫除，现正招募「勤劳小队」队工。请预
留时间与英文部兄姊一起同工同服侍上帝。 



2017 – 09 – 20 
    

任秀  Alice       陳立群  Leigh 
 

浸 礼 









































end 



愿主天天以恩包围你， 

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 

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尝祂爱，常欢喜。 



 

 
 

 祝 福 
Benedi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