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中的尊榮文化 
                   -蕭慕道牧師 

經文： 
路加福音 14:7-11 

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就用比喻對他們說、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

上．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來．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讓座給這一位罷．你就羞

羞慚慚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請的時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

朋友、請上坐．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

為高。 

Luke 14:7-11 

When he noticed how the guests picked the places of honor at the table, he told 

them this parable:"When someone invites you to a wedding feast, do not take the 

place of honor, for a person more distinguished than you may have been invited.If 

so, the host who invited both of you will come and say to you, 'Give this man your 

seat.' Then, humiliated, you will have to take the least important place.But when you 

are invited, take the lowest place, so that when your host comes, he will say to you, 

'Friend, move up to a better place.' Then you will be honore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your fellow guests. For everyone who exalts himself will be humbled, and he who 

humbles himself will be exal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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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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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我的神我敬拜祢  

                   一切歌頌讚美 

              耶穌是生命的主 

禱告讀經         路加福音 14:7-11                   會眾 

虛心領受         聖經中的尊榮文                   蕭慕道牧師 

回應詩歌         獻上活祭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蕭慕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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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班(每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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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 350 5  
                                                                          
 

本日特選經文： 

 Matthew 18:3-4 

And he said: "I tell you the truth, unless you change and 

become like little children, you will never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refore, whoever humbles himself like this child is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馬太福音 18:3-4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

得進天國。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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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陳偉姐妹家聚會 

3. 星期五（4/28）晚 8 點查罗马书 15 章請兄弟姐妹參加 

4. 今年教會的洗禮儀式安排在 5 月 14 日，洗禮班從 3 月 5 日開始由 Steve

弟兄帶領。 

5.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607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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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易斌弟兄的父親身體早日康復代禱。 

3 請為 5 月 14 日洗禮的兄弟姐妹順利受洗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