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Be present. (v. 1-3) 

 

2. Cultivate margin. (v. 1-3) 

 

3. See people as the end, not the means. (v. 4-5  

 

4. Focus on the one out of the many. (v. 4-5) 

 

5. Look past the surface and see their spirit. (v. 4-5) 

 

6. Be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v. 4-6) 

 

7. Take a step of faith and do what the Spirit leads you to do. (v. 6-7) 

 

8. Do what you do to genuinely glorify God. (v. 6) 

 

9. Enjoy the fireworks. (v. 8-10) 

 

10. Anticipate the humbling. (Acts 5:41) 

 

1. Some people are more open to the gospel than others. 

 
2. Miracles are possible today because the Spirit is still alive and active. 

 
3. Miracles are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Look for a Spirit-led 
moment this week. 



 

  

1. 기적이 있는곳에 계십시오. (v. 1-3) 

  

2. 선을 그으십시오, (v. 1-3) 

  

3. 사람들을 도구가 아닌 목적으로 보기 (v. 4-5)  

  

4.많은 사람들중 한명을 집중하십시오. (v. 4-5) 

  

5. 겉을 넘어서 속안에 영을 들어다 보십시오. (v. 4-5) 

  

6. 성령님에게 민감하게 반응하십시오(v. 4-6) 

  

7. 용기를 내어 믿음의 한발을 내딛고 성령에 이끄심에 따르십시오. (v. 6-7) 

  

8. 모든일을 하나님을 영광돌리기 위해서  하십시오. (v. 6) 

  

9. 결과물 (폭죽파티를 ) 감상하시오 (v. 8-10) 

  

10. 겸손해지는 삶을 기대하십시오. (사도행전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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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우리와 함께 하세요 

  

cbcva.org/connect 

cbcva.org 

  

성령이 이끄는 삶을 

한주간 살기 

  

1. 어떤 사람들은 다른사람들보다 더 복음을 받아들입니다. 

  

2. 성령이 살아계시고 운동하시기 때문에 기적은 가능합니다. 
 

3. 기적은 기적을 바라보는 개인에게 나타납니다. 



 

 
             
  
                

 

                           走出灰燼: 化廢墟為復興 系列 (第三講) 
 

                                            高危人群 
 

從 6/21 開始 Josh 牧師展開「走出灰燼: 將廢墟 變成復興」的講道系列 , 這系列要來研

讀使徒行傳的第一部分。 
第一週：新冠肺炎危機對教會來說是一種變相的祝福，給我們機會重新發現讓教會 (不
是建築物，事工或活動) 如此有力，以至於能改變世界的原因。 
第二週：早期教會運動中“超級傳播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聖靈的降臨。 
本週：用心感受並順服聖靈引導的人必會看見神跡。 

  
  十個簡單步驟帶你經歷屬於自己的神跡： 

1. 用心觀察。（1-3 節） 

2. 培養有空余時間的生活習慣。（1-3 節） 

3. 我們的目標是為神贏得人心，人不應該是我們成功的媒介。（4-5 節） 

4. 專註於一人好過許多人。（4-5 節） 

5. 越過表像，看見靈裏的需要。（4-5 節） 

6. 對聖靈的引導敏感。（4-6 節） 

7. 跨出信心的一步，照著聖靈所引導的去做。（6-7 節） 

8. 為了榮耀神而做。（6 節） 

9. 享受神跡。（8-10 節） 

10. 以謙卑之心參與其中。（使徒行傳 5：41） 
 

 牧師講道重點: 

1. 相對來說有些人更容易接受福音。 

2. 神跡依然會發生，因為聖靈今天仍然做工。 

3. 只有用心的人才能看見神跡。 

4. 只有神的大能才能改變倔強的人。 

 

 
 

 

 

講道使用經文 
 

使徒行傳 3:1-10 
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擡來，放

在殿的一個門口( 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周濟。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

就求他們周濟。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5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

望得著什麽。6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

名，叫你起來行走！”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8 就

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贊美神。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贊美

神；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周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驚訝。  
 
使徒行傳 14：8-10 
8 路司得城裏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生來是瘸腿的，從來沒有走過。9 他聽保羅講道，保

羅定睛看他，見他有信心，可得痊愈，10 就大聲說：“你起來！兩腳站直。”那人就跳起

來，而且行走。。  
 
哥林多後書 12：7 
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壹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

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 
 
使徒行傳 5：40-41 
40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就把

他們釋放了。41 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為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活水小組: 

         聽講道中文翻譯室電話: (605)313-4818  CODE: 141699#   再按 1 

         線上聚會 Zoom 鏈接:  https://vccs.zoom.us/my/xl228 
 
 

                

                                                      付 諸 實 踐 
 

       在要來的一星期裏尋找聖靈引導的瞬間。 

Centreville Baptist Church 
2020年7月05日星期日   
∼走出灰燼: 高危人群系列∼ 

 

使徒行傳 3:1-10 
 
 

 

https://vccs.zoom.us/my/xl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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