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題: 啟示錄淺釋與領受 (5) 
                   -陳品真弟兄 

 

經文： 

 

啓示錄 1: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 因為

日期近了.。 

 

Revelation 1:3  

Blessed is the one who reads the words of this prophecy, and 

blessed are those who hear it and take to heart what is written 

in it, because the time is near.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陳品真      陳強儀  Angela       易斌 

下週     陸寧馨      梁北生 Angela       易斌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陳偉 陳強儀 Gil 

下週      陳偉 陳強儀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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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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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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讚美祂, 讚美祂  

                   依靠耶穌真是甜美 

               敬拜主 

禱告讀經         啓示錄 1:3                      會眾 

虛心領受         啟示錄淺釋與領受               陳品真 

回應詩歌         你的信實廣大                    會眾 

圣餐             擘饼喝杯纪念主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陳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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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 ---- 00：00 00：00 
                                                                          

 
本日特選經文： 
 
啟示錄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

物、並且萬物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Revelation 4：11 

"You are worthy, our Lord and God, to receive glory and honor 

and power, for you created all things, and by your will they 

were created and have their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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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 SusanQu 姐妹家聚會 

3. 星期五(2/10)8 点查罗马书 10 章請兄弟姐妹參加 

4. 今年教會的洗禮儀式安排在四月，詳情請向 AndyKo 弟兄咨詢。 

5.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482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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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