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ith that can moves Mountain and obedience that 
leads to blessing 
                   -Steve 弟兄 

經文： 

馬太福音/Matthew 17: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

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Matthew 21:21 

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就

是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也必成就。 

路加福音/Luke 18:27 

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 神卻能。 

撒迦利亞/Zechariah 4: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Zechariah 4:7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

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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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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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神的道路  

                   永恆的答問 

              全然為祢 

禱告讀經         太 17:20；21：21；路 18：27；亞 4：6-7   會眾 

虛心領受         Faith that can moves Mountain and obedience that 

leads to blessing                      steve 弟兄 

回應詩歌         NOT BY MIGHT                        steve 弟兄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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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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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日特選經文： 

不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

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加拉太書 6:7-8 

 

Do not be deceived: God cannot be mocked. A man reaps what he sows.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his sinful nature, from that naturewill reap 

destruction; 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the Spirit, from the Spirit will reap 

eternal life. 

Galatians 6：7-8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 Andy 帶領 

2. 星期三(5/24)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 SusanLin 姐妹家聚會 

1. 星期五（5/26）晚 8 點查罗马书 15 章請兄弟姐妹參加 

2. 劉牧師帶領教會領袖的裝備課程時間表如下 

1）5/12-14 ；2） 5/18-21 ； 3）6/2-4。 

3.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615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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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