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员 領會 司琴 投影 

本週 陸寧馨 汪提先 Christy Amy 

下週 馬如羊 宋建成 Jenny 文子陽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Cherry 陸寧馨 Christy 

下週 Cherry 施约瑟 Bob 

成熟的愛心 
                 - 陸寧馨長老 
 
路加福音 7 章 36-50 節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裏去坐席。 那城
裏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席，就拿着盛香
膏的玉瓶， 站在耶穌背後，挨着他的腳哭，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
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請耶穌的法利賽人
看見這事，心裏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怎樣的
女人；乃是個罪人。」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西
門說：「夫子，請說。」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
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
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西門回答說：「我想是
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於是轉過來向着那女
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
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濕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
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地用嘴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
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
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
免了。」同席的人心裏說：「這是甚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穌對
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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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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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奉獻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562 - - - 

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青少年，兒童主日學 
主日  4:20 pm  主日学 
週二  6:30pm  小组查经                
週三 10:00am  小组查经                
週四 10:00am  小组查经 
週五  8:00 pm  小组查經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本日特選經文： 
 

         歌羅西書三章 23-24 節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 
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着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 
乃是主基督。 
Co lossians 3：23-24  
Whatever you do, work at it with all your heart, as working  
for the Lord, not for men, since you know that you will  
receive an inheritance from the Lord as a reward. It is the  
Lord Christ you are serving.  

        事工報告 :  
1.  4:20 pm 主曰學由陸寧馨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感谢主! 角聲佈道團提议在教会的土地上建立青少年活动
中心. 我們已成立 '教會土地策劃小組' 與角聲討論合作事
工,  請弟兄姊妹同心為這聖工祷告. 

3. 今天是培靈會第三堂 [成熟的爱心], 感謝主的豐盛供應,                       
也感谢陸長老的爱心, 譲我們從新得力, 爱主更深,主曰學
時間將討論教會的土地使用與策劃, 陸長老樂意協助並指
導, 請弟兄姊妹都能參與. [教會土地策劃小组] 務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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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6,339.79. 
感   感恩與代禱:  

1. 為阿明(危玉珠姊妹)回國奔母喪禱告. 願神安慰家人, 旅程平安. 
2. 為艷霞的先生 Raymond Roland的脊椎骨手術後的康復 
祷告. 

3. 為 Margaret 的母親劉淳愛姊妹及家人的身體康復祷告. 
4. 感謝神眷顧我們的建堂事工和豐盛的供應，願教堂早日 
竣工. 

5. 感謝神賜下智慧和啓示的靈給孩子，讓他們有能力抵擋一 
切的引誘和試探，用所得的恩赐服侍主. 
 

 

 

  崇   拜   程   序  
  2019 年 9 月 8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我要一心稱謝你 
                      讓讚美飛揚 
                      感謝神 
禱告讀經        路加福音 7 章 36-50 節                                  會眾 
虛心領受        成熟的愛心                                               陸寧馨長老             
回應詩歌        愛，我願意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陸寧馨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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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祷散会） 

上週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