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示錄淺釋與領受 (7) 
                   -陳品真弟兄 
經文： 

啓示錄/ Revelation 13-14 

第十三章講到兩個獸以及有這獸印記在人右手或額頭上的跟從者, 

第十四章就講到站在錫安山上的真羔羊以及在額頭上有神印記的信 

徒,這裡講到了一些明顯的對比,列出如下: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得榮耀的真羔羊站在錫安山上.          註定失敗的獸(像似羔羊),從地裡上來. 

信徒有主和父神的名在額上.            跟從者手上,額上有獸的印記 

144,000 人口裡沒有虛謊,沒有瑕疵    獸的跟從者像獸一樣;淫行(17) 

且是專心向著主的童女. 

信徒口裡唱著新歌,只有新造            獸與跟從者口裡所出的是誇大      

的人才會唱,才能明白!      與褻瀆神的話. 

真羔羊教會                          假羔羊教會 

從人間買來的初熟的果子,              地上熟透的葡萄(惡慣滿盈) 

獻給神與羔羊!            將要臨到的大收割(審判)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地上的人.     迷惑地上的人,造像讓人拜它!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     要喝神大怒的酒,在火與硫磺 

有福了!(屬神的人)                  之中受痛苦.(屬獸的人)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陳品真      梁北生  Angela        CJ 

下週     陸寧馨      施約瑟 Angela        CJ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危玉珠 Andy        Susan 

下週      陳偉 

 

      Andy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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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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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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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歌：         寶貴十架  

                   敬拜主 

              主活在我心 

禱告讀經         啓示錄/ Revelation 13-14      會眾 

虛心領受         啟示錄淺釋與領受 7           陳品真弟兄 

回應詩歌         信心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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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物 Building Fund Loan 

990 ---- ---- 235 00：00 
                                                                          

 

本日特選經文：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 神為說謊

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 

約翰一書 1 ：9-10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If we claim we have not sinned, we make him out to be a liar 

and his word has no place in our lives. 

1 John 1：9-10 
 
教會事工報告: 

1. 主日崇拜後 4:20Pm 主日學由 Andy 帶領 

2. 星期三(4/5)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 SusanLin 姐妹家聚會 

3. 星期五(4/7)聚會暫停一次,參加天城教會音樂特會 

4. 今年的復活節晨曦敬拜定于 4 月 16 日（Sun）上午 9：00 在施約瑟家裏

舉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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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580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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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