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示錄淺釋與領受 (8) 
                   -陳品真弟兄 

 

經文： 

 

啓示錄 1: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 因為

日期近了.。 

 

Revelation 1:3  

Blessed is the one who reads the words of this prophecy, and 

blessed are those who hear it and take to heart what is written 

in it, because the time is near.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陳品真 陳強儀  Angela        CJ 

下週 陸長老 梁北生 Angela        CJ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唐駿 

 

      Andy         

下週      Susan 

 

      Andy        

 
        橙 郡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Orange Count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借用)  St.  Paul   Lutheran  Church                     

           21 Still  Road , Monroe  NY                   

            http : // www.occccny.org                    

 

           連絡處: P.O. Box 362 ,Monroe NY 10949                                                               

           連絡人:  梁北生弟兄  845-928-6838             

               施約瑟弟兄   845-427-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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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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5 月 7 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敬拜萬世之王  

                   和撒那 

              我真不知主奇妙恩 

禱告讀經         啓示錄/ Revelation                  會眾 

虛心領受         啟示錄淺釋與領                    陳品真弟兄 

回應詩歌         耶和華神已掌權                      會眾 

圣餐             擘饼喝杯纪念主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陳品真弟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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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禱散會） 

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 青少年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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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領袖的裝備課程 

週五  7:30pm  禱告會 (每月第一第三週)   

主日  1:45PM   禱告 

上週奉獻 

經常奉獻 愛心獻 建堂 Building Fund Sale Building Fund Loan 

300 ---- 200 32  

                                                                          

本日特選經文：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馬太福音 24:42 

 

"Therefore keep watch,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on what day your 

Lord will come.  

Matthew 24：42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 Andy 帶領 

2. 星期三(5/10)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 Susan 姐妹家聚會 

3. 星期五（5/12）晚 8 點劉牧師帶領教會領袖的裝備課程 

4. 劉牧師帶領教會領袖的裝備課程時間表如下 

1）5/12-14 ；2） 5/18-21 ； 3）6/2-4。 

5. 5 月 14 日（星期日）教會的洗禮儀式安排 Wyckoff 貝郡基督徒見證主教

會，洗禮儀式下午 2：00-5：00，當天需要 Carpool 的請 1：00pm 在

St，Paul 教會停車場等候，準備受洗的兄弟姐妹請提前半小時到達洗禮地

點。 

Wyckoff 教會地址：560 Russell Ave，Wyckoff NJ 07481， 洗禮之後

在’Grand Buffet’同享慶生宴。 餐廳地址：875 Route17 South。 

Ramsey，NJ 07446 

6.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61525.79 

 

感恩與代禱. 

1 為美國的復興 求主引導新任美國總統能帶領美國人民回轉向神 ,尊

神 信神 愛神 靠神的總統.復興這個地區,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直至

整個 世界.。 

2 請為 5 月 14 日洗禮的兄弟姐妹順利受洗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