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   陳品真弟兄 

經文： 
創世記/ Genesis1：26-27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

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雅各書 / James4: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

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約翰一書/ 1 John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

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傳道書/ Ecclesiastes  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了。 

詩篇/  Psalms 90:10, 

人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如果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可誇耀的，不過

是勞苦愁煩；我們的年日轉眼即逝，我們也如飛而去了。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19-20: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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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8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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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貴十架 

主必快來 

禱告讀經        創世記 1：26-27                      會眾 

虛心領受        我們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陳品真弟兄 

回應詩歌        愛.喜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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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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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640  1700 370 

 
 

 
本日特選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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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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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velation 4 :11>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 梁北生弟兄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陸長老 2019 年開始教主曰學 '聖靈行傳與保羅書信' 

第一堂是 1/13/2019 主曰下午 4:20 - 5:00, 

每月第二主曰將繼續教導. 把握機會並報名參加.請將中英

文姓名, Email, 及電話给陳弟兄 

3. 每周四有‘Monroe 小組’的查經聚會。歡迎兄弟姐妹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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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73239.79 

 

感恩與代禱. 

1. 祖乃芬姊妹於十二月廿五曰下午 2:15 安息主懷, 請為陳九

同弟兄 代祷, 求主安慰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