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生命果子, 建榮耀教會 
    -梁北生弟兄 

 

經文： 

彼得前書/ 1 Peter 2: 4-7; 9; 11-12.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 神所揀選所寶貴的．你們來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

的靈祭。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

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

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

是與靈魂爭戰的。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

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鑒察或作眷顧〕歸榮耀給 神。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梁北生      汪提先  Angela        CJ 

下週     吳堅      宋建城 Angela        CJ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SusanLin 陳強儀 Nick 

下週      宋建萍 陳強儀         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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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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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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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願祢崇高  

                   全能的創造主 

              我以禱告來到祢的跟前 

禱告讀經         彼得前書 2: 4-7; 9; 11-12           會眾 

虛心領受         結生命果子, 建榮耀教會          梁北生弟兄 

回應詩歌         寶貴十字架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梁北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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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1280 ---- ---- 3330 00：00 
                                                                          

 

本日特選經文：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Hebrews 11：6 

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because anyone who 

comes to him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earnestly seek him.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陳強儀帶領 

2. 星期三(3/15 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 AmyHo 姐妹家聚會 

3. 星期五(3/17)8 點查罗马书 11 請兄弟姐妹參加 

4. 上週 children‘s Bakery Sale 共籌的 220 元,  感謝的兄弟姐妹的支持。

本周 Flower Sale 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周是 Food Sale 歡迎兄弟姐妹帶來

你中意的美食飲品推薦給大家。 

5. 今年的復活節晨曦敬拜定于 4 月 16 日（Sun）舉行，舉行地點隨後通知請

大家關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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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544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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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e Shih，Andrew Qu 弟兄順利進入理想大學代禱。 

3 請為易斌弟兄的父親身體早日康復代禱。 

4 請為 5 月 14 日洗禮的兄弟姐妹順利受洗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