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父的慈愛 
-陳强儀弟兄 

經文： 

路加福音/ Luke 4:1-12 

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那些日子沒有喫甚麼．日子滿了、他就餓了。 

魔鬼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

切話。』 

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霎時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 

   

對他說、這一切權柄榮華、我都要給你．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我願意給誰就

給誰。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這都要歸你。 

耶穌說、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 

魔鬼又領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頂上、〔頂原文作翅〕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從這裡跳下去． 

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石上。』 

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陳强儀   梁北生 Jenny        Amy 

下週 金海    施約瑟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梁北生         Bob 

下週     陳偉 盧增福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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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8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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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你的信實廣大 

                   阿爸父  

              耶穌愛你  

禱告讀經       路加福音 4:1-12              會眾 

虛心領受       天父的慈愛                            陳强儀弟兄                      

回應詩歌       神鄂! 求你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陳强儀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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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pm  主日学 

週三  10:00am  妇女查经                

週五  8:00 pm  聖徒裝備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上週奉獻 

經常奉獻 愛心獻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821 ---- 200  

                                                                    
本日特選經文：  

約翰一書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

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1 John 2  ：16 

For everything in the world--the cravings of sinful man, the lust of his eyes 

and the boasting of what he has and does--comes not from the Father but 

from the world.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梁北生弟兄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為了弟兄姊妹對 '關懷細胞小组' 有明確的認識, 本週開始於主曰學有系

統的介紹, 謝謝梁弟兄傳送上課的資料,請大家閱讀準備上課. 

3. 6/24 日星期日 11：00Am OCCA 2018 Annual Summer Picnic 在

Harriman Memorial Park 舉行歡迎大家參加。 

4. 除每周三的姐妹查經外本月開始每周四還有‘Monroe 小組’的查經聚會。

歡迎兄弟姐妹參加。  

5. 暑假期間 Jesse 在周日主曰學時間 4:20 教導 yo-yo, 請青少年及兒童參

加.  

6. 教會將于 7/28-7/31 在 Shawnee Inn 舉辨夏令退修會，誠邀各家庭成員

及慕道親友預留時間參加此團契聚會。李玉惠傳道將有兩天共四課講題"

佈道與宣教", 請暫且放下生活上的繁忙，共同參予這三天的團契生活，

領受神的話。有意參加者請在六月底前和 Amy，Ginny 或 Cherry 姐妹報

名並預交60 元訂金。地址：100 Shawnee Inn Dr, Shawnee on Delaware, 

PA 1835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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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3786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