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投影 

本週 Susan Lin 施約瑟 Nancy 文子陽 

下週 陈瑶 周碧惠 Christy Amy 

 讲员 領會 领唱 司琴 

本週 陳強儀 汪提先 周素薇 Christy 

下週 郭獻忠 宋建成 何燕儀 Jenny 

 
選擇的人生                          
        - 陳強儀 
 
馬太福音 7 章 13-27 節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
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們要防
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憑
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
摘無花果呢？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好樹不
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
裏。 所以，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凡稱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
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
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
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所以，凡聽見我這
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聽見我這話不
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雨淋，水沖，風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橙  郡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Orange Count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借用)  St.  Paul   Lutheran  Church 

21 Still  Road, Monroe  NY 
http : // www.occccny.org 

 
連絡處: P.O. Box 362 ,Monroe NY 10949 
連絡人:  梁北生弟兄  845-928-6838 

施約瑟弟兄   845-427-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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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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奉獻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670 - - - 

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青少年，兒童主日學 
主日  4:20 pm  主日学 
週二  6:30pm  小组查经                
週三 10:00am  小组查经                
週四 10:00am  小组查经 
週五  7:30 pm  小组查經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本日特選經文： 
 

加拉太書六章 7-8 節 
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 
甚麼。順着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着聖靈撒種 
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Ga latians 6：7-8  
Do not be deceived: God cannot be mocked. A man reaps 
what he sows. 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his sinful  
nature, from that nature will reap destruction; 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the Spirit, from the Spirit will reap eternal life. 
 

        事工報告 :  
1 .  4:20 pm 主日學由施約瑟帶領. 
2. 華人協會 １月 25日下午 2:00 舉行新年慶祝會,晚上有聚
餐, 邀請大家參加. 

3. 1月 26 曰下午五點有新年聚餐, 請弟兄姊妹邀請朋友或慕
道友參加. 

4. 歡迎首次參加聚會的新朋友. 聚會後请留步, 與本教會的弟
兄姊妹有更多的認識, 一同享用茶點. 

5. 為角聲舆我們合作建堂及發展青少年培训中心代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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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629,139.79. 

 
感   感恩與代禱:  

1. 為陳雷琴芳姊妹的病情代祷, 求主看顧保守. 
2. 為年長的弟兄姊妹在季節轉變中的身體健康祷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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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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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拜   程   序  
  2020 年 1月 19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ㄧ群大能的子民 
                       往天行走 
                       敬拜主 
禱告讀經        馬太福音 7 章 13-27 節                                  會眾 
虛心領受        選擇的人生                                                   陳強儀         
回應詩歌        為主而活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陳強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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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祷散会） 

上週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