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心給主 
-  吳堅弟兄 

 

經文： 

馬太福音 6:24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愛這個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

們不能又侍奉神，有侍奉瑪門。 
 Matthew 6:24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he will be devote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ou cannot serve both God and Money.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Proverbs 4：23 

Above all else, guard your heart, for it is the wellspring of life.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吳堅 宋建成 christi       Amy 

下週 勞伯祥 陳強儀 christi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Cherry 施約瑟         Lisa 

下週     Cherry 盧艷珍         Bob 

 

 

                 橙 郡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Orange Count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借用)  St.  Paul   Lutheran  Church                     

            21 Still  Road , Monroe  NY                   

             http : // www.occccny.org                    

 

           連絡處: P.O. Box 362 ,Monroe NY 10949                                                               

           連絡人:  梁北生弟兄  845-928-6838             

               施約瑟弟兄   845-427-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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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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8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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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全然向你靈 

                   爱，我愿意 

  耶稣你是我的主 

禱告讀經       馬太福音 6:24                          會眾 

虛心領受       將心給主                             吳堅弟兄                      

回應詩歌       將心給我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吳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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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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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981 400 2200  

本日特選經文：  

诗篇 126:5-6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Psalm 126:5-6 

Those who sow with tears 

will reap with songs of joy. Those who go out weeping, carrying 

seed to sow, will return with songs of joy, carrying sheaves with 

them.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施約瑟弟兄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8/24 週五晚八時舉行第三季同工會, 請大家提供議件,共同討論教會事工, 

建立 '基督是主' 的教會. 

3. 除每周三的姐妹查經外本月開始每周四還有‘Monroe 小組’的查經聚會。

歡迎兄弟姐妹參加。  

4. 暑假期間 Jesse 在周日主曰學時間 4:20 教導 yo-yo, 請青少年及兒童參

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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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49661.79 

 

感恩與代禱. 

1 請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及其家人朋友代祷，求神来做安慰和医治。也請

為建堂施工平安順利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