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復活的基督相遇 

                   -郑俊璋弟兄 

經文： 

 

使徒行傳 2:22-24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 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

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他既按著 神的定旨先見、被交

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

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Acts 2：22-24 

"Men of Israel, listen to this: Jesus of Nazareth was a man accredited by 

God to you by miracles, wonders and signs, which God did among you 

through him, as you yourselves know. 

This man was handed over to you by God's set purpose and 

foreknowledge; and you, with the help of wicked men, put him to death 

by nailing him to the cross. 

Bu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freeing him from the agony of death, 

because it was impossible for death to keep its hold on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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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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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班(每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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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日特選經文： 

Romans 4 ：25 

Who was delivered for our offences, and was raised again for our 

justification. 

羅馬書 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
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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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 Susan 姐妹家聚會 

3. 星期五（4/21）晚 8 點查罗马书 15 章請兄弟姐妹參加 

4. 今年教會的洗禮儀式安排在 5 月 14 日，洗禮班從 3 月 5 日開始由 Steve

弟兄帶領。 

5.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604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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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易斌弟兄的父親身體早日康復代禱。 

3 請為 5 月 14 日洗禮的兄弟姐妹順利受洗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