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员 領會 司琴 投影 

本週 陳品真 陳強儀 Christy 文子陽 

下週 陸寧馨 文子陽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陳偉 梁北生 Bob 

下週 陳偉 陸寧馨 Susan Qu 

我查不出他有罪 
 - 陳品真 

經文：  
 
- 路加福音 23 章 1-25 節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解到彼拉多面前, 就告他说: 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 禁
止纳税给凯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 是王. 彼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
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
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 他煽惑百姓, 在犹太遍地传道, 从加利利
起, 直到这里了. 希律藐视耶稣. 彼拉多一听见就问: 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 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见耶稣, 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久已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
他行一件神迹, 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 
极力地告他.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 戏弄他, 给他穿上华丽衣服, 把
他送回彼拉多那里去. 从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耶稣被判死刑. 彼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就对他们说: 你们解
这人到我这里, 说他是诱惑百姓的. 看哪, 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 在你们
面前审问他, 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
来. 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故此, 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了. 众人却一
齐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
人, 下在监里的.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彼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这人做了
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 我要责打他, 把他
释放了. 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
得了胜. 彼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
里的释放了, 把耶稣交给他们, 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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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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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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週四  10:00am  妇女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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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奉獻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400 -  - - 

     本日特選經文： 
希伯來書 7 章 26  節 
這樣一位聖潔、沒有邪惡、毫無玷汙、與罪人分開、高過 
諸天的大祭司，對我們實在是合宜的. 
Hebrews 7 :26  
It was fitting that we should have such a high priest: holy,  
innocent, undefiled, separated from sinners, higher than  
the heavens.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帶梁北生領, 請準時參加。 
2. 受難節聚會將於 4/19 週五晚上 8:00 在教會樓下舉行, 歡
迎弟兄姊妹帶領親友一同參加. 

3. 復活節聚會將於 4/21 主曰上午 10:00 在施約瑟弟兄, 瞿春
媚姊妹家舉行,這次聚會是晨曦禮拜與主曰崇拜合併舉行, 
下午 2:30 沒有聚會,歡迎弟兄姊妹帶領親友一同出席參加. 
施弟兄家地址: 2730 Route 207, Campbell Hall,NY 10916 

4. 5/12 下午 2:00 舉行今年洗禮聚會, 凡決志信主的朋友, 歡
迎參加洗禮, 請向梁弟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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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0,739.79。 
 

感   感恩與代禱 :  
1. 為梁弟兄的兒子 Ross 心臟手术後的康復祷告. 
2. 為劉純愛姊妹身體康復祷告. 
3. 為 Bob Panuto弟兄的毋親身體康復祷告。 
4. 為陳瑋姊妹的母親跌倒後的康復祷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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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敬拜主 

                           在十架 
                        宝血活泉 
禱告讀經        路加福音(23 章 1-25)  
                       马太福音(27章 18-26)                                        
                       马太福音(20章 17-19)                                        會眾 
虛心領受         我查不出他有罪                                       陳品真 
回應詩歌         這一生蕞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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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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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  
 

（默祷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