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7日

歡迎 禱告

Welcome      Prayers



啟 11: 15-18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在 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

就面伏於地敬拜 神、說、

昔在今在的主 神、全能者阿、

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

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

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 …」

全地至高是我主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
未得救的要悔改

徒 1:11；彼後 3:8-10；林前 3:10-15



11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

他還要怎樣來。

8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

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徒 1:11; 彼後 3:8 -10



10 我照 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

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11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12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15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林前 3:10 -15



11 …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你知道嗎？

➢你「真的」知道嗎？ [出門口的對話]

❖主再來是為「什麼」？ (太25:31-34,48)

❖審判(未得救:山羊) + 拯救與賞賜(已得救的:綿羊)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萬民都要聚集在

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未得救的要悔改 (徒 1:11)



11 …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你知道嗎？

➢你「真的」知道嗎？

❖主再來是為「什麼」？ (來 9:28；彼後 3:10)

❖審判(未得救:山羊) + 拯救與賞賜(已得救的:綿羊)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

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已經「清楚得救」的你認識主再來時帶給你的是

怎樣的「拯救」(來 9:28)嗎？試分享之。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未得救的要悔改 (徒 1:11)



11 …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你知道嗎？

➢你「真的」知道嗎？

❖主再來是為「什麼」？ (來 9:28；彼後 3:10)

❖審判(未得救:山羊) + 拯救與賞賜(已得救的:綿羊)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

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未得救的要悔改 (徒 1:11)



11 …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未得救的要悔改 (徒 1:11)



❖再來是為「什麼」？ (來 9:28；彼後 3:8-10)

❖審判(未得救:山羊) + 拯救與賞賜(已得救的:綿羊)

❖何時？(無人知道!!! … 不重視/灰心)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未得救的要悔改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
未得救的要悔改

徒 1:11；彼後 3:8-10；林前 3:10-15

❑你若還未決志相信耶穌；或即使已信主(甚至已受洗)，

卻還未「清楚得救」，你願意因主要再來，現在就把握

機會去了解清楚如何「得救」嗎？



「…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

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永生」不都是一樣！！！

❖「工程」不在乎行動本身，而在乎動機、原因及態度

(在耶穌基督上建造/來10:35-36; 11:26; 太25:14-30)

❑你覺得什麼的動機、原因及態度而建造的「工程」才能

在火的試驗下存得住？你有建造這樣的「工程」嗎？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未得救的要悔改 (林前 3:10-15)



「…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

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永生」不都是一樣！！！

❖「工程」不在乎行動本身，而在乎動機、原因及態度

❖ 追求賞賜好像很「市儈」，不太「屬靈」！

❖ 追求賞賜不是一個選擇，而是神的旨意(救恩的一部分)！！！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未得救的要悔改 (林前 3:10-15)



迎見主再來(I) ─ 得救的要追求賞賜，
未得救的要悔改

放榜的故事
(不是恐嚇，而是
提醒與盼望！)



禱告

Prayers



啟 11: 15-18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在 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

就面伏於地敬拜 神、說、

昔在今在的主 神、全能者阿、

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

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

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

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

我還缺乏甚麼



聖餐

Communion 



聖餐(餅)
(哥林多前書 11:23-24 )

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24 祝謝了、就擘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捨古卷作擘開〕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聖餐(杯)
(哥林多前書 11:25-26 )

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

26 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
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家事報告

Church Family News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1. 主日學(查經班)會在9:45開始

(主日早上9:45-11:00)，我們會使用Zoom作為平台。

下週主日(3/14)我們會查考猶大書1:17-25，

在各項的挑戰中，讓我們在神的話語得著力量及提醒去面對，

誠意邀請大家一同參與。

我們會將 "meeting ID" 和 "password"以電郵傳送給大家。

若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與鍾傳道或Leo聯絡。

而主日學(福音班)會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2. 3/14 於零晨2時正(2 a.m.)為日光節約時間

(Daylight saving)，屆時請將時鐘較前一小時，

敬請留意。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3. Ventura County政府已經發佈允許教堂以25%的容量開放實體聚會，

千橡教會牧長團已決定，我們將從2021年2月28日開始恢復在教會

主堂主日實體崇拜，時程如下：國語(上午9：15-上午10：30);               

英語(上午11：00-下午12：15)；粵語(中午12：30-下午1：45)

每崇拜的最大容量為 55 人(容量的25%)，所有其他主日活動，

包括主日學、午餐等，將稍後才能恢復正常。

為了保證會眾的安全，若你本身有任何身體不適，或曾與確診患上Covid

或有病徵的人士接觸，請先留在家中自我隔離最少兩星期，才決定是否

返回教會參與實體聚會。

同時 i) 所有出席者必須戴口罩，並通過體溫檢查; 

ii) 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離；iii) 崇拜之間有徹底清潔和消毒;                       
iv) 除主堂、前走廊和前廁所外，不得進入教堂的其他部位;                        
v) 不發單張或主日週報
在恢復實體聚會的同時，主日崇拜網上直播仍然繼續。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4. 誠邀大家參與以下講座(附件: 講座海報)，可自行報名，

或參與本月Ventura小組(進入小組Zoom連結一同收看)。

【環球聖經專題講座】主題: 

疫情中的大信心 ─從馬太福音看信心的意義

講員介紹：楊詠嫦博士(香港播道神學院前院長)

免費國語和粵語講座（雙頻道播出），自由奉獻，

名額有限，敬請報名參加

北美首播丨2021/3/12丨星期五丨晚上7:00-8:45

北美重播丨2021/3/13丨星期六丨早上10:00-11:45

以下為報名連結(已用電郵發出)，報名後主辦單位

將通過電郵發送網絡聚會邀請鏈接和講義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KD7EUgjX7Hm8icwwWJG-

mSe0gNZQxHUSl49iWEtJi9j7C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KD7EUgjX7Hm8icwwWJG-mSe0gNZQxHUSl49iWEtJi9j7Cg/viewform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5. Ventura小組將在3/12下午7:00在Zoom(連結已用電郵發出)一同收看以下講座：

【環球聖經專題講座】題: 疫情中的大信心 ─ 從馬太福音看信心的意義

千橡兄弟會組將在3/16於晚上8:00在網上開始。他們會使用Skype作為平台。若有

興趣參與或有任何疑問查詢，請聯絡 Leo；

Thousand Oaks千橡小組將在3/20於晚上7-9時，在網上以Zoom(連結已用電郵發出)

進行。

千橡小組在2021年每月有不同的主題討論(及查考聖經)，讓大家能有更多深入

的分享與發問，實際的指引作信仰的應用。今次的主題討論為：

「如何避免貪愛世界和追求物質富足，

而忽視靈命貧窮？(愛世界vs愛神）」

在2021年，讓我們在團契中繼續彼此代禱守望，

更盼望在「地上」走這「天路」的時候，

我們一同學習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並且誠意邀請大家包括其他小組一同參與。

若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與鍾傳道或Leo聯絡。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6. CCCTO會員的緊急救濟基金 (ERFCM):由於COVID-19的影響，

教會已為有需要的教會會員成立了緊急救濟基金。

該基金可支持任何有需要幫助的活躍會員(Active member)。

如果您或認識任何人有經濟上的需要，請與鍾傳道聯絡

以查詢或進行申請。

7. 教會愛心基金需要支持，鼓勵大家求主感動作甘心樂意

的奉獻，於網上奉獻 (教會網頁)時請註明LOF

或「愛心基金」。若肢體有需要，請與鍾傳道聯絡。

8. 感謝弟兄姊妹在主內的愛心與信心給

「冠狀病毒疾病救濟基金」的奉獻。誠邀大家

為這事工禱告，並按感動繼續在網上奉獻支持，

請選擇“Disaster Relief Fund”。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
我必快來。阿們。

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祝福

Bless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