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窰匠和泥的比喻 

                -李玉惠傳道 

經文： 

 羅馬書 9：20-23 

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 神強嘴呢．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

麼這樣造我呢。 窰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

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麼。倘若 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就多多忍

耐寬容那可怒豫備遭毀滅的器皿．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豫

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Romans 9：20-23 

But who are you, O man, to talk back to God? "Shall what is formed say 

to him who formed it, 'Why did you make me like this?' "Does not the 

potter have the right to make out of the same lump of clay some 

pottery for noble purposes and some for common use?What if God, 

choosing to show his wrath and make his power known, bore with great 

patience the objects of his wrath--prepared for destruction?What if he 

did this to make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known to the objects of his mercy, 

whom he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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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如鹰展翅上腾 

             全然向你 

禱告讀經        羅馬書 9：20-23                      會眾 

虛心領受        窰匠和泥的比喻                   李玉惠傳道 

回應詩歌        信靠顺服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李玉惠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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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 1100   
                                                                          
 

本日特選經文： 

 

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箴言 15:32-33) 

He who ignores discipline despises himself, but whoever heeds correction 

gains understanding. 

The fear of the LORD teaches a man wisdom, and humility comes before 

honor.  

Proverbs 15:32-33 

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梁北生弟兄帶領 

2. 8/25 日 星期五晚 8 點 聖徒裝備課程希望兄弟姐妹參加 

3. 8/27 日星期日主日敬拜 4 點禱告會希望兄弟姐妹參加 

4. 9/9 日星期六早 9 點在 St，Paul 教會停車場舉行 Garage Sale，

家中有閒置物品可以拿出來的兄弟姐妹請和 May 咨詢詳情，歡迎

兄弟姐妹參與。 

5.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824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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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