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剛強壯膽 
-蕭慕道牧師 

 

經文： 

約書亞記 1:6-7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

賜給他們的地。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

右、使你無論往那裡去、都可以順利。 

 

Joshua 1 ：6-7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because you will lead these people to 

inherit the land I swore to their forefathers to give them. 

Be strong and very courageous. Be careful to obey all the law my servant 

Moses gave you; do not turn from it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that you 

may be successful wherever you go.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蕭慕道 文子陽 Jenny        Amy 

下週 王仁宏 梁北生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Cherry  宋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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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活出愛 

                   如鹰展翅上腾 

              起來吧 

禱告讀經       約書亞記 1:6-7                           會眾 

虛心領受       剛強壯膽                              蕭慕道牧師 

回應詩歌       主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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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   
                                                                        

 

本日特選經文：  

 2 Corinthians 12：9-10  

But he said 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Therefore I will boast all the more gladly about my 

weaknesses, so that Christ's power may rest on me. 

That is why, for Christ's sake, I delight in weaknesses, in insults, in 

hardships, in persecutions, in difficulties.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哥林多後書 12：9-10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

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

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

剛強了。 

 

事工報告: 

1. 今年洗禮崇拜訂於四月八日在 Wyckoff Church 舉行，有想了解或意向的

請與陳強儀弟兄聯係，參加洗禮班的課程, 並準備洗禮的見証. 

2. 3/30，星期五 8：00pm Good Friday 受难日崇拜晚会 

3. 4 月 1 日 星期日早晨 6:30am 在施約瑟弟兄家里舉行復活節的晨曦礼拜和主曰

崇拜,下午沒有聚會。 請每個家庭帶一道佳肴在禮拜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復活節的

喜悅也請邀請朋友參加. 

4. 唯有禱告搖動神的手，推動教會的事工 。請弟兄姊妹們踴 躍參加，讓我

們ㄧ同在神的殿中仰望禱告,敬拜讚美，經歷神的同在。每個主日下午 1：

45  - 2：15 讓我們同心以禱告來到主跟前尋求主的面。 

5.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29111.79 

感恩與代禱. 

1 為美國執政掌權者代禱，民心回歸真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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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