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员 領會 司琴 投影 

本週 鄭俊璋  宋建成 Jenny 盧增福 

下週 陳品真 陳強儀 Christy 文子陽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Cherry 應鑾 Christy 

下週 陳偉 梁北生 Bob 

天上的國民 
 - 鄭俊璋 

經文：  
 
- 腓立比書 3 章 17-21 節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
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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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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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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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il ippians 3: 17-21 
Join with others in being imitators of me, brothers, and observe 
those who thus conduct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model you 
have in us. For many, as I have often told you and now tell you 
even in tears, conduct themselves as enemies of the cross of 
Christ. Their end is destruction. Their God is their stomach; their 
glory is in their "shame." Their minds are occupied with earthly 
things. But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and from it we also await 
a savi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He will change our lowly body to 
conform with his glorified body by the power that enables him 
also to bring all things into subjection to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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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方針 

主日崇拜   團契活動   宣教事工   同工培訓 
青少年    培育活動與發展    家庭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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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青少年，兒童主日學 
主日  4:20 pm  主日学 
週三  10:00am  妇女查经                
週五  8:00 pm  小组查經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經常奉獻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705 - $2000 - 

     本日特選經文： 
马太福音 5 章 15-16 節 

因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 

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 

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Matthew 5:15-16 

Neither do people light a lamp and put it under a bowl. Instead  

they put it on its stand, and it gives light to everyone in the  

house. In the same w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應鑾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受難節聚會將於 4/19 週五晚上 8:00 在教會樓下舉行, 歡迎弟兄

姊妹帶領親友一同參加. 

3. 復活節聚會將於 4/21 主曰上午 10:00 在施約瑟弟兄, 瞿春媚姊

妹家舉行,這次聚會是晨曦禮拜與主曰崇拜合併舉行, 下午 2:30 

沒有聚會,歡迎弟兄姊妹帶領親友一同出席參加. 

4. 5/12 下午 2:00 舉行今年洗禮聚會, 凡決志信主的朋友, 歡迎參

加洗禮, 請向梁弟兄報名。 

5. 礼拜赞美之前 1：45pm开始我们一同在神的殿中仰望祷告，时

刻经历他喜乐的灵的同在和看顾。 

6.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90,739.79。 

感   感恩與代禱 :  

1. 為梁弟兄的兒子 Ross 心臟手术後的康復祷告; 為劉純愛姊妹身 

體康復祷告; 為 Bob Panuto 弟兄的毋親身體康復祷告。 

2. 感謝神賜各般的恩賜與教會的各肢體，齊心合力的興旺福音。 

3. 感謝神眷顧我們的建堂事工和豐盛的供應，願教堂早日 

竣工。 
4. 感謝神賜下智慧和啓示的靈給孩子，讓他們有能力抵擋一切的引誘和
試探，用所得的恩赐服侍主。 
 

 

 

  崇   拜   程   序  
  2019年 3月 31 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何等恩典 

                           这是天父世界 
                        一群大能子民 
禱告讀經        腓立比書(3 章 17-21)                                         會眾 
虛心領受         天上的國民                                             鄭俊璋 
回應詩歌         天上的荣光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鄭俊璋 
                           
                                           三  一 頌                                         會眾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迎新報告                                                                                  領會 

 

上週奉獻  
 

（默祷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