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上的荣耀和山下的服事 
-蕭慕道牧師 

經文： 

 馬太福音 17:1-5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

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座棚、一

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

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Matthew 17:1-5 

After six days Jesus took with him Peter, James and John the brother of 

James, and led them up a high mountain by themselves. 

There he was transfigured before them. His face shone like the sun, and 

his clothes became as white as the light. 

Just then there appeared before them Moses and Elijah, talking with 

Jesus. 

Peter said to Jesus, "Lord, it is good for us to be here. If you wish, I will 

put up three shelters--one for you, one for Moses and one for Elijah." 

While he was still speaking, a bright cloud enveloped them, and a voice 

from the cloud said, "This is my Son, whom I love; with him I am well 

pleased. Listen to him!"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蕭慕道   宋建成 Jenny        Amy 

下週 勞伯祥   陳強儀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Susan Lin 應鑾           May 

下週     盧增福 應鑾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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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8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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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主我敬拜你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如鹰展翅上腾  

禱告讀經       馬太福音 17:1-5                          會眾 

虛心領受       山上的荣耀和山下的服事               蕭慕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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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慕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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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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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 200  
                                                                        

 

本日特選經文：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

的。（罗马书 13：1） 

Let everyone be subject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for there is no 

authority except that which God has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ies that exist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God. （Romans 13:1） 

 

事工報告: 

1. 4：20pm 成人主日学由應鑾姐妹带领请准时参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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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與代禱. 

1 感谢神带领弟兄姐妹彼此扶持，保守在爱里同工的心，越服侍越谦卑，越亲近

神越領受神的恩膏 

2 請為 Priscilla 姐妹朮后康復，刘純爱姐妹，梁弟兄，美云姐妹，Margret 姐妹

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及其家人代祷，求神来做安慰和医治的工作，祝福每个

家庭平安喜乐。同時也為春天開始繼續建堂施工平安順利禱告。 

3 請為今天的主日講台信息、講員蕭慕道牧師、服事同工禱告 求聖靈運行在我們

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