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投影 

本週 Susan Lin 李維敏 Jenny/Matthew 文子陽 

下週 Susan Lin 施約瑟 Bob/Annie Amy 

 讲员 領會 领诗 司琴 

本週 陸寧馨 宋建成 曹永京 Jenny 

下週 王仁宏 文子陽 Susan Lin Matthew 

聖餐的意義                   
      - 陸寧馨 長老 
哥林多前書 11 章 17-32 節 
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稱讚你們；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
損。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地信這話
。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你
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
，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你們要吃喝，難道沒有家嗎？還是藐視上
帝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呢？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因此稱讚你們
嗎？我不稱讚！ 聖餐的設立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
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
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
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
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他來。 不按理吃主的晚餐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
、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們若是先分
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免得我們和
世人一同定罪。 
 
大綱： 
1. 預備守聖餐的心態  
2. 提醒我們要記念主  
3. 表明主的死和復活  
4. 期待主基督的再來  
5. 應當自己省察自己  
6. 分辨自己與主聯合 
結語： 
「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
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約 6: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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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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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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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1 章 7 節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 
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事工報告:  
1. 3月 1 日周报信息更正：“爱心奉献”改为“建堂”。 
2. 4:20 pm 主日學由施约瑟帶領. 
3. 教會為配合防疫措施, 鼓勵所有從外地回美國或曾接觸未
隔離在外國回美的朋友, 自己鑑定執行有效二週隔離時間, 
以利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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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復活節早上 8:00 在施約瑟弟兄家舉行晨曦禮拜, 紀念 
主的復活. 當天下午 2:30 在 St. Paul Church 有主曰崇拜.  

6. 5/10 主曰在 New Jersey Wyckoff Church 舉行 2020 年洗 
禮聚會, 要參加洗禮的朋友请向梁弟兄報名參加洗禮班. 要 
參加慕道班的朋友请向陳瑋姊妹聯絡.                   

7. 為角聲舆我們合作建堂及發展青少年培训中心代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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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635,489.79. 
 

感   感恩與代禱:  
1. 陳施惠禎姊妹(陳強儀夫人, 施約瑟姐姐)已被主接返. 為家人節
哀, 保守, 賜平安代祷. 

2. 陳雷琴芳姊妹已返天家, 為家人求神安慰, 看顧. 
3. 為世界和平安详禱告。 
4. 為 Kent Leung 心臟手術後的康復祷告. 
5. 為年長的弟兄姊妹在季節轉變中的身體健康祷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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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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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8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耶稣领我 
                       煉我愈精 
                       愿主圣灵充满我 
禱告讀經       哥林多前書 11 章 17-32 節                             會眾 
虛心領受       聖餐的意義                                                   陸寧馨 
回應詩歌        只有宝血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陸寧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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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