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復活的基督相遇（下） 

                -鄭俊璋弟兄 

經文： 

使徒行傳 2:22-24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 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

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他既按著 神的定旨先見、被交

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

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

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 

Acts 2：22-24 

"Men of Israel, listen to this: Jesus of Nazareth was a man accredited by 

God to you by miracles, wonders and signs, which God did among you 

through him, as you yourselves know. 

This man was handed over to you by God's set purpose and 

foreknowledge; and you, with the help of wicked men, put him to death 

by nailing him to the cross. 

Bu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freeing him from the agony of death, 

because it was impossible for death to keep its hold on him.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鄭俊璋 宋建城  Christie        CJ 

下週 蕭慕道 陳強儀 Christie        CJ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梁北生        

下週      唐雋 梁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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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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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让赞美飞扬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握手 

禱告讀經        使徒行傳 2:22-24                     會眾 

虛心領受        與復活的基督相遇（下）            鄭俊璋弟兄 

回應詩歌        宝贵十架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鄭俊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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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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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 Building Fund Sale Building Fund Loan 

200 ---- 2200  1000 

                                                                         
本日特選經文：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

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耶利米書 17：7-8） 

 

But blessed is the one who trusts in the Lord, whose confidence is in him. 

They will be like a tree planted by the water that sends out its roots by the 

stream.It does not fear when heat comes;its leaves are always green. It has no 

worries in a year of droughtand never fails to bear fruit.  

（Jeremiah 17:7-8）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梁北生弟兄帶領 

2. 星期五（7/21）晚 8 點‘聖徒裝備’主題課程請兄弟姐妹參加 

3.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782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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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