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员 領會 司琴 投影 

本週 吳堅 注提先 Christy Amy 

下週 黃祖莊 宋建成 Jenny 文子陽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梁北生 Bob 

下週 盧增福 洗禮聚會 Nancy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吳堅 
 
經文：以 弗 所 書 (5:22 - 33)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
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
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
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
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
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
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會
說的。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
夫。 
 
Wives, submit to your husbands as to the Lord. For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he wife as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his body, of which he is the 
Savior. Now as the church submits to Christ, so also wives should submit to 
their husbands in everything.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just as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up for her to make her holy, cleansing her by the 
washing with water through the word, and to present her to himself as a 
radiant church, without stain or wrinkle or any other blemish, but holy and 
blameless. In this same way, husbands ought to love their wives as their own 
bodies. He who loves his wife loves himself. After all, no one ever hated his 
own body, but he feeds and cares for it, just as Christ does the church– for we 
are members of his body. “For this reason a man will le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be united to his wife, and the two will become one flesh.” This is a 
profound mystery–but I am talking about Christ and the church. However, 
each one of you also must love his wife as he loves himself, and the wife 
must respect her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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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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 $150 - 

     本日特選經文： 
 

箴言九章 10 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Proverbs 9 :10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 
 

        事工報告 :  
 

1. 4:20 pm 主曰學由梁北生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下主曰 (5/12) 下午 2:00 在 New Jersey Wyckoff 教會舉 
行浸禮. 由新澤西豐收靈糧堂黃祖莊牧師主持洗禮(Pastor 
Joe Wong). 受浸的有盧錦敏, 鮑萍, 劉詩瑋.  
會後 5:00 聚餐.                   
教會地址: 560 Russell Av, Wyckoff, NJ 07481                       
聚餐地址: International Buffet, 
              505 S Washington Ave, Bergenfield, NJ 076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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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91,889.79. 
感   感恩與代禱 :  
 

1. 為感謝神賜各般的恩賜與教會的各肢體，齊心合力的興旺 
福音. 

2. 感謝神眷顧我們的建堂事工和豐盛的供應，願教堂早日 
竣工. 

3. 為鮑萍姊妹的母親身體健康平安祷告, 現在医院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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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 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我要一心稱謝祢 

                           我的神我敬拜祢 
                       握手 
禱告讀經        以 弗 所 書 (5:22 - 33)                                     會眾 
虛心領受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吳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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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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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