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FELLOWSHIP NEWSLETTER] January 31, 2015
亲爱的朋友们，
"But my God shall supply all your need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in glory by Christ Jesus. Now
unto God and our Father b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Philippians 4:19-20)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
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腓立比 4:19-20)
1.0

欢迎与问安
我们非常高兴于上周六与大家见面。我们有丰盛的晚餐，也有心灵的食物；我们
有开心的联谊，也有认真的学习；我们有圣经的真理，也有生活的体验； 我们面
对外界的挑战，却有内在的平安！ 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群体，因为有爱心和真诚
在我们当中！仅代表 CF（中华团契 ），Jimmy 和 Michelle 要欢迎你们每一位，
我们也要欢迎所有的来宾和新朋友，并且拥抱你们进入这个大家庭。请到我们中
华团契网站，欣赏我们的活动照片： www.chinesefellowship.net。

2.0

上一次的聚会（2015 年 1 月 24 日）

2.1

仁爱组: 价值观 重整
我们查考了彼得前书一章：3-12：
1) 学习了我们在耶稣里所得永活的盼望
2) 天上的基业如何比地上的基业好，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身份，
3) 调整我们的价值观
4) 这盼望带给我们的大喜乐
5) 因着神掌权让我们面对苦难

2.2

喜乐组：属灵争战
第二课：认识天使
1) 天使是个灵。
2) 天使不死、不嫁也不娶、不生儿育女、数目为千千万万。
3) 天使比人类更有体力、能力、聪明、快速。
4) 天使是神所创造的、不能与神同等、并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5) 在天上，天使为神效力：敬拜神，完成他的旨意、看顾神的子民。
6) 在地上，天使奉神差遣、为人效力、转达信息、保护、帮助信徒；对恶人为
神执行审判。
7) 天使可以以人的样式出现、能与人一样吃、喝、谈、睡，完成神的特别任务。
8) 天使群体的组织岗位：
a) 护卫天使长米迦勒 （Archangel Michael）
b) 传信天使迦百列（angel Gabriel）
c) 基路伯 （cherubim）
d) 撒拉弗 （seraphim）
e) 四活物（ four living creatures）
f) 守护使者（guardian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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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和平组：属灵争战
上周我们又在神的恩典下聚在一起，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学习他话语。
上周的主题是对付苦毒的罪，通过马太福音18章的学习，我们认识到神是如何免
了我们的债，而我们常常是如何不能饶恕别人以致得罪了神，使圣灵担忧，而且
破坏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甚至对某一个人的苦毒可以破坏我们和其他那些并没得
罪我们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分享了是如何通过祷告读经，通过思想神的恩典，
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来帮助自己一步一步从苦毒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最后，我
们一样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求神的恩典继续光照我们！

2.4 忍耐组：科学与创造者、与神建立关系
2.4.1 科学与创造者
这一次的课程我们的讨论包括了从小学就开始接触的，并被普遍接受的进化论。
现代科学从化石中得出的证据，以及现今对生物科学的研究都刺激了我们想要检
验进化论的可靠性和实用性的想法。这堂课及时的比较了21世纪的科学认知和19
世纪提出的进化论。
2.4.2 与神建立关系
这一课，我们观看了《福音第三集生命》。生命的本质是什麽？生生不息的生命
之河发源于何时何方？对于这个千古诘问，没有什麽比圣经的回答更简单明了了：
太初有道，生命在他里头。影片引用了圣经中的关于生命的神迹奇事，通过一个
一个发生在2000年前的真实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是掌管生命的主，祂有权柄，有
能力，让生命复活，而且祂自己也复活了。耶稣已经彻底打碎了人间死亡的锁链，
将永生的福音赐给一切愿意相信的人。他藉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一
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人们可以向死亡夸胜。死啊，你
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3.0

下一次聚会
日期：
时间：
节目：
地点：
交通方式：

2015 年 2 月 7 日 星期六
欢迎：傍晚 5:45； 晚餐：傍晚 6:00
晚餐,诗歌，课程学习
Jimmy 和 Michelle 家
在金文泰巴士站搭乘 285 在东林中学站下，朝日本人学校方向走 6
分钟。Sungrove 就在学校操场的对面角落。

4.0
4.1

公告
灵修支持小组 (特别注意)
灵修支持小组的设立，是为了鼓励和帮助基督肢体有更多灵里的关怀和支持。请
弟兄姐妹自行组织 3 人小组（或 2-5 人之间），可以跨组结伴，并最迟在 2 月 1
日这个星期天告知小组组长（宏建、小博、金卫、程山）。请组长们跟进并最迟
在 2 月 4 日将名单交给志强统筹。“密室灵修”训练已经于 1 月 25 日完成。大
家可以在 CF 网站（www.chinesefellowship.net）参阅资料和收听录音。

4.2

CF 团契 2015 年第一季度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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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阅 www.chinesefellowship.net）
4.3

CF 活动报名
S/N 活动
向谁报名
新春联谊
组长
1
乌敏岛集体旅游
金卫，宏琛，曾杰
1
如何面对招聘与面试
志强，阿杜
2
徒步摄影
金卫，宏琛，曾杰
3
（详情请参阅 www.chinesefellowship.net）

活动日期
2 月 18-22 日之间
2 月 21 日
2 月 28 日
3 月 14 日

4.4

中华团契微信群
请所有中华团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添加我们的微信公共帐号“CF 团契”(中间
没有空格)。我们团契的定期信息（“CF Newsletter”）、新课程介绍推动、每日祷
告等都会透过微信每日发给大家！也请随意邀请你国内或本地的朋友添加我们的
微信公共帐号、以获得团契信息。我们从 2013 年 7 月中开始微信事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为止已经有 10, 467 名登记用户关注了。感恩！

4.5

基督里的新生命
鼓励所有的基督徒和团契朋友都索取一本《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作业以在主里扎
根。你可以联系金卫弟兄（平安小组）或者宏琛姐妹（其他小组）索取作业；如
果作业完成也请交给他们批改。完成作业后将得到结业证书。我们鼓励大家在一
年半时间内完成 5 项课程。

期待下次与你们相见！不见不散哦！
愿平安与喜乐与你同在
Sam 程山弟兄
www.chinesefellowship.net
微信公共账号：CF 团契
Email: chengshan10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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