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和枝子的比喩 
                -李玉惠傳道 

經文： 

 約翰福音 15: 4-5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

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

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John 15：4-5 

Remain in me, and I will remain in you. No branch can bear fruit 

by itself; it must remain in the vine. Neither can you bear fruit 

unless you remain in me.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If a man remains in me 

and I in him, he will bear much fruit;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李玉惠 陳強儀 Jenny        CJ 

下週 陳品真 梁北生 Jenny         CJ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陳偉 Amy Ho  

下週 陳偉 梁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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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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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愛使我們相聚一起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愛,喜樂,生命 

禱告讀經        約翰福音 15: 4-5                      會眾 

虛心領受        樹和枝子的比喩                   李玉惠傳道 

回應詩歌        主活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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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 550 21  
                                                                          
 

本日特選經文：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約翰一書 2:6) 

Whoever claims to live in him must walk as Jesus did. 

1 John 2：6 

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禱告會由 AmyHo 姐妹領會請兄弟姐妹準時參加。 

2. 9/01 日 星期五晚 8 點 聖徒裝備課程希望兄弟姐妹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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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830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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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