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山寶訓的八福, Beatitude 
                -施約瑟弟兄 

 

經文： 

馬 太 福 音 5:3-10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

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得見 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

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Matthew 5:3-10 NIV 

 [3]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4]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5]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 [6]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will be filled. [7]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will be shown mercy. [8]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9]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10]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施約瑟 陳強儀 Jenny        CJ 

下週 陸寧馨 梁北生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梁北生 May 

下週 唐駿 陳偉 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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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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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獻上活祭 

             主是我力量 

禱告讀經        馬 太 福 音 5:3-10                   會眾 

虛心領受        登山寶訓的八福                     施約瑟弟兄 

回應詩歌        有福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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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約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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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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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Building Fund Loan 

700 ----    

                                                                          
 

本日特選經文：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 

(詩篇 18:25-26) 

 

To the faithful you show yourself faithful, to the blameless you 

show yourself blameless,   

to the pure you show yourself pure, but to the crooked you show 

yourself shrewd. 

（Psalms 18：25-26） 

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聖徒裝備課程由梁北生弟兄帶領請給位兄弟

姐妹出席 

2. 10/6 日 星期五晚 8 點 聖徒裝備課程希望兄弟姐妹參加 

3. 周日 1：30pm-2：20pm 由 SusanLin 姐妹開設基礎中文班，歡

迎參加。 

4.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894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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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