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積蓄到永生 

                -勞牧師 

經文： 

 

約翰福音 4：35-36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

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原文作發白〕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John 4：35-36  

Do you not say, 'Four months more and then the harvest'? I tell 

you,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at the fields! They are ripe for 

harvest.   

Even now the reaper draws his wages, even now he harvests 

the crop for eternal life, so that the sower and the reaper may 

be glad together.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勞伯祥 梁北生  Christie        CJ 

下週 陳品真 梁北生 Christie        CJ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李娜 應鑾       Cherry 

下週      Susan Lin 梁北生       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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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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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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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你真偉大 

                  十架光輝 

             虔誠奏獻 

禱告讀經        約翰福音 4：35-36                     會眾 

虛心領受        積蓄到永生                          勞牧師 

回應詩歌        這世界非我家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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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徒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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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  9  

                                                                         
本日特選經文：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

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

夫．  （腓立比書 2:12） 

 

Therefore, my dear friends, as you have always obeyed--not only in 

my presence, but now much more in my absence--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Philippians 2:12）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應鑾姊妹帶領奮興祷告會 

2. 星期五（8/4）晚 8 點‘聖徒裝備’主題課程請兄弟姐妹參加 

3. 8/05 日（星期六）11：00am-9：00pm OCCA 組織在

Jones Beach  fishing, crabbing, BBQ (field 10), swimming 

(fields 3, 4)。 

4. 8/12 日（星期六）晚 5 點 May Shih 姐妹和 Joseph Shih 弟兄

邀請各位兄弟姐妹在其家中 BBQ，感謝 May 和 Joseph 一家熱

情組織這次活動。 

5.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798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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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為剛剛洗禮初信的兄弟姐妹的聖靈成長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