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頭之後 
                -勞伯祥牧師 

經文： 

路加福音 22：31-32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 

但我巳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Luke22：31-32 "Simon, Simon, Satan has asked to sift you as wheat.But I 

have prayed for you, Simon, that your faith may not fail. And when you 

have turned back, strengthen your brothers." 

加拉太 2:9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

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Galatians 2：9 James, Peter and John, those reputed to be pillars, gave 

me and Barnabas the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when they recognized the 

grace given to me. They agreed that we should go to the Gentiles, and 

they to the Jews. 

彼得前書 5：13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 

1 Peter 5：13 She who is in Babylon, chosen together with you, sends 

you her greetings, and so does my son Mark.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勞伯祥       汪提先 Jenny        CJ 

下週 蕭慕道 宋建城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宋建萍 周素薇 Susan Qu 

下週 盧增福 陳偉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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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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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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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全能的創造主 

                  願祢崇高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禱告讀經        路加福音 22：31-32  加拉太 2:9  彼得前書 5：13 會眾 

虛心領受        回頭之後                           勞伯祥牧師 

回應詩歌        寶貴十字架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勞伯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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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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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Building Fund Loan 

730 ---- 1400  2162 
                                                                          
 

本日特選經文： 
 

羅馬書 8：14-15  

因為凡被 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的兒子。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心、因此我們呼 阿爸、父。 

 

Romans 8 ：14-15 

because those who are l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re sons of God. 

For you did not receive a spirit that makes you a slave again to fear, but you 

received the Spirit of sonship. And by him we cry, "Abba, Father." 

事工報告: 
 

1. 9 月 9 日首次建堂籌款 Garage Sale 在衆弟兄姐妹的支持和幫助

下成功籌地 2162 元感謝主感謝弟兄姐妹們。 

2. 主日崇拜後 4:20Pm 聖徒裝備課程由 SusanLin 姐妹帶領請給位

兄弟姐妹出席 

3. 9/22 日 星期五晚 8 點 聖徒裝備課程希望兄弟姐妹參加 

4. 9/24 日星期日下午 1：30pm-2：15pm（主日敬拜前）試開設

兒童基礎中文學習班，由有豐富教學經驗的 SusanLin 姐妹帶領，

有意的兄弟姐妹歡迎帶自己孩子也歡迎其有學習中文意願的親屬

朋友的小孩參加。。 

5.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877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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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為剛剛洗禮初信的兄弟姐妹的聖靈成長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