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弟兄！ 

                -吳堅弟兄 

經文： 

猶大書 1:20-21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

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Jude 1：20-21 But you, dear friends, build yourselves up in your most holy faith and 

pray in the Holy Spirit.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as you wait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bring you to eternal life. 

約翰一書 3:1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 

 1 John 3：1 How great is the love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that we should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The reason the world does not know 

us is that it did not know him. 

羅馬書 8:29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长子。 

Romans 8：29 For those God foreknew he also predestined to be conformed to the 

likeness of his Son, that he might be the firstborn among many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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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謝主榮        祝福                                吳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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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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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  300  

                                                                         
本日特選經文： 

 

Romans 8:16 

[16] The Spirit himself testifies with our spirit that we are God's 

children. 

 

羅 馬 書 8:16 

[16] 聖 靈 與 我 們 的 心 同 證 我 們 是 神 的 兒 女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梁北生弟兄帶領 

2. 星期五（8/11）晚 8 點‘聖徒裝備’主題課程請兄弟姐妹參加 

3. 8/12 日星期六 下午 2 點 Joseph 弟兄帶領教會内的小音樂家們

在 Country inn 音樂表演歡迎兄弟姐妹去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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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日 星期五晚 8 點 同工會希望兄弟姐妹參加 

6.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802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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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