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吳堅弟兄 

經文： 

猶大書/ Jude  （20-21） 

 “親愛的弟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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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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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John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吳堅      宋建城  Angela        CJ 

下週     金海      陳強儀 Angela        CJ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宋建萍 陳強儀         Eileen 

下週      危玉珠 陳強儀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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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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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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一切歌颂赞美  

                   耶稣恩友 

              云上太阳 

禱告讀經         彼得前書 2: 4-7; 9; 11-12           會眾 

虛心領受         結生命果子, 建榮耀教會           吳堅弟兄 

回應詩歌         耶稣你是我的主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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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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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1530 ---- ---- 221 1650：00 
                                                                          

 

本日特選經文：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翰福音 10:11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e good shepherd giveth his life for 

the sheep. 

John 10:11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陳強儀帶領 

2. 星期三(3/22)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陳偉姐妹家聚會 

3. 星期五(3/24)8 點查罗马书 12 章請兄弟姐妹參加 

4. 上週 Flower Sale 籌得 221 元，本周是 Food Sale 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周

義賣由 May 和她的 Q-Collection 贊助的 Scarves sale，非常感謝 May

和熱情支持的弟兄姐妹。 

5. 今年的復活節晨曦敬拜定于 4 月 16 日（Sun）舉行，舉行地點隨後通知請

大家關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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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563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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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e Shih，Andrew Qu 弟兄順利進入理想大學代禱。 

3 請為易斌弟兄的父親身體早日康復代禱。 

4 請為 5 月 14 日洗禮的兄弟姐妹順利受洗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