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员 領會 司琴 投影 

本週 陳品眞 梁北生 Jenny Amy 

下週 陸寧馨 施約瑟 Christy 文子陽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陳偉 施約瑟 Christy 

下週 Susan Lin 陸寧馨 Bob 

屬世錢財的管理及運用 
                          - 陳品眞 
 
路 16 精明管家的比喻  
主耶穌藉此告訴門徒,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
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最小的事:屬世的錢財, 最大的事:屬天的,真實的
財富.  
 
不義(Dishonest)的管家狡詐,耍小聰明(acted shrewdly),在主人所託管的
錢財上動手腳,長歪腦筋,  
提前 6 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詩 139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冊上了.  
徒 17 他從一本(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
疆界,你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徒 20 (保羅) 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
工的需要,要學習這勞苦的榜樣,扶助軟弱的人,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  
雅 2 若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當將所需用的給
他.  
箴 30 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
離我,求你使我不貧窮,也不富有(賜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富有就不認識
你,說,耶和華是誰呢?!  
路 12 The Rich Fool,可 10 The young rich ruler, ,傳 2 有人用智慧,知識,
靈巧所勞碌得來的,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人為分,  
詩 17 store up wealth for unnamed persons,積蓄錢財卻給了不知姓名
的人,這是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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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奉獻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60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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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纪上 3 章 11-13 節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 
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讼，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 
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 
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1K ings3: 11-13 
So God said to him, “Since you have asked for this and not  
for long life or wealth for yourself, nor have asked for the 
death of your enemies but for discernment in administering  
justice, I will do what you have asked. I will give you a wise  
and discerning heart, so that there will never have been 
 anyone like you, nor will there ever be. Moreover, I will  
give you what you have not asked for–both riches and honor 
–so that in your lifetime you will have no equal among kings.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施約瑟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譲我們更多祷告, 求神施恩, 建堂第二階段工程  牆壁, 門窗

及内部設備經費闫標為 $650,000.00, 請弟兄姊妹同心為
建堂事工擺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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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608,489.79. 
 

感   感恩與代禱 :  
1. 為年長的弟兄姊妹在季節轉變中的身體健康祷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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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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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6 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這世界非我家 
                      我寧願有耶穌 
                      我知誰掌管明天 
禱告讀經        路加福音 16章                                               會眾 
虛心領受       屬世錢財的管理及運用                                 陳品眞          
回應詩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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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品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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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