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心懷不平,要以神為樂 
-   陳品真 弟兄 

 
經文： 

以賽亞書 49:15-16 

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

的、我卻不忘記你。 

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 

Isaiah 49:15-16 

"Can a mother forget the baby at her breast and have no 

compassion on the child she has borne? Though she may 

forget, I will not forget you! 

See, I have engraved you on the palms of my hands; your walls 

are ever before me. 

 

哥林多後書 13:5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

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麼。 

2 Corinthians 13:5 

Examine yourselves to see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ith; test 

yourselves. Do you not realize that Christ Jesus is in 

you--unless, of course, you fail the test?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陳品真  施約瑟   christi       Amy 

下週  陸寧馨  汪提先  christi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Cherry 梁北生       Susan 

下週      陳偉 陸寧馨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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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9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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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天父必看顧我 

                    舉目注視主耶穌 

倚靠耶穌永遠膀臂 

禱告讀經        賽 49:15-16                            會眾 

虛心領受        勿心懷不平,要以神為樂                陳品真 弟兄 

回應詩歌        主活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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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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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700  150  

 
本日特選經文：  

歌羅西書三章 11 節，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

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Colossian 3:11 

Here there is no Greek or Jew, circumcised or uncircumcised, 

barbarian, Scythian, slave or free, but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梁北生弟兄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二月十曰主曰下午五點半有新年聚餐, 邀請朋友親戚來參

加.，也歡迎各家庭親手烹調的佳肴帶來和大家分享。 

3. 3/22 週五晚上7:30 邀請在臺灣有豐富傳福音經驗的黄明镇

牧師宣教特別聚會 

4. 每周四有‘Monroe 小組’的查經聚會，歡迎兄弟姐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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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3889.79 

感恩與代禱. 

1. 感謝神賜予各國領導掌權者一顆敬畏耶和華的心，帶領各國人

民合而爲一的敬拜奇妙偉大唯一的真神。 

2. 感謝神賜給教會衆弟兄姐妹飢渴慕義的心，盡心，盡力，盡性

愛主我們的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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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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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感謝神憐憫醫治軟弱有疾病的弟兄姐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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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