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中的人死觀(3) –審判,刑罰與榮耀的大日子               
     
-陳品真弟兄 

經文： 

希伯來書/  Hebrews  9：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傳道書/ Ecclesiastes 12:14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

神都必審問! 

啟示錄/ Revelation 20:12~15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

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

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

都照個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

有人的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它就被扔在火湖裡. 

帖撒羅尼迦後書 / 2 Thessalonians 1:7~10 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

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

那不認識 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

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

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 

約翰福音/  John 14:1~3,6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20~21 

啟示錄/ Revelation  21:3~4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陳品真 宋建成 Jenny        CJ 

下週      陸寧馨 陳強儀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Susan        梁北生 唐雋 

下週 Susan    陳強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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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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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主啊，我到你面前 

                  除你以外 

             天上的荣光 

禱告讀經        希伯來書/  Hebrews  9：27              會眾 

虛心領受        聖經中的人死觀(3)                  陳品真弟兄 

回應詩歌        獻上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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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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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徒裝備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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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 ---- 2000   

                                                                         
本日特選經文：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

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 17：15-17） 

My prayer is not that you take them out of the world but that you 

protect them from the evil one.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 even as I 

am not of it. Sanctify them by the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John 17:15-17 ）     

          

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主日學本週由梁北生弟兄帶領請弟兄姐妹準時出席。 

2. 12/8 日 星期五晚 8 點 聖徒裝備課程希望兄弟姐妹參加 

3. 徵集 2018 年教會主題的活動開始了，請弟兄姐妹思考一下下一

年我們教會的主題報給陳弟兄收集。 

4.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009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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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為建堂施工以及籌措建堂資金的事宜代禱 

3 感恩圣主對梁北生弟兄特別的看護，恢復他身體的康健能繼續帶領教

會的事工並且能為建堂施工貢獻力量, 謝主賜恩！請弟兄姐妹繼續為

梁弟兄健康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