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導人物的特質 
-   梁北生弟兄 
 

經文： 
 詩篇/  Psalms -15 篇 

1. 〔大衛的詩。〕耶和華阿、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 

2. 就是行為正直、作事公義、心裡說實話的人． 

3. 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 

4. 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他發了誓、雖然自己喫

虧、也不更改． 

5. 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 

1. LORD, who may dwell in your sanctuary? Who may live on your 

holy hill? 

2. He whose walk is blameless and who does what is righteous, 

who speaks the truth from his heart 

3. and has no slander on his tongue, who does his neighbor no 

wrong and casts no slur on his fellowman, 

4. who despises a vile man but honors those who fear the LORD, 

who keeps his oath even when it hurts, 

5. who lends his money without usury and does not accept a bribe 

against the innocent. He who does these things will never be 

shaken.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梁北生 汪提先 christi       Amy 

下週  陸寧馨 梁北生  christi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Cherry  梁北生       Lisa 

下週     Susan lin  梁北生       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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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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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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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頌讚美 

讚美祂！讚美衪！ 

禱告讀經        詩篇/  Psalms -15 篇                  會眾 

虛心領受        領導人物的特質                   梁北生弟兄 

回應詩歌        耶穌是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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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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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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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奉獻 

620  3000  

 
 

 
 
本日特選經文：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Romans 8 ：28）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 梁北生儀弟兄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12 月 21 日星期五晚上 8：00，聖誕音樂和見證分享晚會歡迎弟

兄姐妹攜帶家人朋友參加。 

3. 每周四有‘Monroe 小組’的查經聚會。歡迎兄弟姐妹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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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65387.79 

 

感恩與代禱. 

6.  為明年 2019 教會主題, 廣傳福音, 社區股務, 靈命增長及 

 建堂事工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