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员 領會 司琴 投影 

本週 王仁宏 陳强儀 Jenny 盧增福 

下週 陳品眞 文子陽 Christy Amy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周素薇 Christy 

下週 盧增福 施約瑟 Susan 

神是轻慢不得的         
               - 王仁宏 
 
                              
加拉太書 6：7 - 8 
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着情
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着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Galat ians 6 : 7 - 8 
Do not be deceived: God cannot be mocked. A man reaps what he 
sows. 8 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his sinful nature, from that nature 
will reap destruction; 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the Spirit, from the 
Spirit will reap eternal life. 
 
大纲 
当人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神就遭了轻慢。轻慢神，必有后果。讲座列
举圣经中几个轻慢神的人和他们受到的报应及几位敬畏神的人如何蒙了
神极大的祝福，再一次提醒我们，敬畏神与否，事关重大。因人所作的
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不认识神，不信神，不敬畏神的。每个时代都大有人在。现在许多人不
认识创造生命的真神，不以神为神，轻慢神。他们只相信进化论，相信
生命的产生没有目的，完全起源于自然界的偶然机会。讲座将展示生命
的最简单的单位—细胞的复杂性，证实生命不能偶然产生，只能来自神
的创造。 
神创造了美好的万物，他配得荣耀，尊贵与权柄。我们人生最主要的意
义是赞美神，荣耀神。  

橙  郡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Orange Count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借用)  St.  Paul   Lutheran  Church 
21 Still  Road , Monroe  NY 
http : // www.occcc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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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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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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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 $3000 - 

     本日特選經文： 
 

詩篇 86 章 12 節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稱讚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Psalm 86：12  
I will praise you, Lord my God, with all my heart;I will glorify 
your name forever. 
 

        事工報告 :  
 

1. 4:20 pm 主曰學由周素薇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六冃開始有新的成人主曰學課程, 由施約瑟弟兄教導  
[小先知書]. 

3. 每晚九點, 我們呼籲全教會同心向主呼求, 求神伸出祂大能
的手, 行神蹟奇事在我們中間, 譲建堂工程順利開展, 榮耀
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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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9,189.79. 
 

感   感恩與代禱 :  
 

1. 為Margaret 母親劉淳愛姊妹在醫院檢查腦部祷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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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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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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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榮耀是主聖名 
                          我歌頌祢 
                       譲讚美飛揚 
禱告讀經        加拉太書 6:7-8                                                會眾 
虛心領受       神是轻慢不得的                                            王仁宏                     
回應詩歌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王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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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