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是主(3): 基督使我們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陳品真弟兄 

經文： 

以弗所書 / Ephesians 2: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之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

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 

remember that at that time you were separate from Christ, excluded 

from citizenship in Israel and foreigners to the covenants of the promise, 

without hope and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約翰福音/ John 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祂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Yet to all who received him, to those who believed in his name, he gave 

the right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羅馬書/Romans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

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Now if we are children, then we are heirs--heirs of God and co-heirs 

with Christ, if indeed we share in his sufferings in order that we may also 

share in his glory. 

以弗所書 / Ephesians 3: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穌基督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This mystery is that through the gospel the Gentiles are heirs together 

with Israel, members together of one body, and sharers together in the 

promise in Christ Jesus.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陳品真 宋建成 Jenny        Amy 

下週 陸寧馨 陳强儀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應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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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主赐福如春雨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你的爱不离不弃 

禱告讀經       以弗所書 / Ephesians 2:12           會眾 

虛心領受       基督是主(3)                       陳品真弟兄 

回應詩歌       主我来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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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品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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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獻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735.11 ---- 1000  

                                                                        
 

 
本日特選經文：  

John  16：33  

I have told you these things, so that in me you may have peace. In this 

world you will have trouble. But take heart!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 

 

约翰福音 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

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事工報告: 

1. 今年洗禮崇拜訂於四月八日在 Wyckoff Church 舉行，有想了解

或意向的請與陳強儀弟兄聯係，參加洗禮班的課程, 並準備洗禮的

見証. 

2. 3/11,星期日： 曰光節約時間開始, 請調整時間 

3. 3/30，星期五 8：pm Good Friday 受难日崇拜晚会 

4. 唯有禱告搖動神的手，推動教會的事工 。請弟兄姊妹們踴 躍參

加，讓我們ㄧ同在神的殿中仰望禱告,敬拜讚美，經歷神的同在。

每個主日下午 1：45  - 2：15 讓我們同心以禱告來到主跟前尋

求主的面。 

5.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28911.79 

 

感恩與代禱. 

1 感謝神保守我們從歲首到年終，祂的眼目時常眷顧祂所喜悅的人， 

甚願主賜給我們平安蒙恩，福杯滿溢的新歲月。 

2 為美國執政掌權者代禱，民心回歸真神。 

3 請為今天的主日講台信息、講員陳品真弟兄、服事同工禱告 求聖靈運

行在我們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