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投影 

本週 陳偉 施约瑟 Joe/Derek 文子陽 

下週 Susan Lin 李維敏 Jenny/Matthew 文子陽 

 讲员 領會 领诗 司琴 

本週 陳品真 汪提先 Cherry Christy 

下週 陸寧馨 宋建成 曹永京 Jenny 

 
請基督住在我們裡面                   
        - 陳品真 
 
加拉太書 2 章 20 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歌羅西書 1:25-26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給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 神的道理傳的全備,
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了, 神願意叫
他們知道,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
了有榮耀的盼望. 
 
約翰福音 14:19 -20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
著,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約翰福音 12:24 
主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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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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奉獻  宣教 建堂  愛心奉獻  
$155 -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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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  6:30pm  小组查经                
週三 10:00am  小组查经                
週四 12:00pm  小组查经 
週五  7:30 pm  小组查經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本日特選經文：  
         希伯來書 11 章 6 節 

因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上帝，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Hebrews 11:6 
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whoever would draw near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seek him. 

        事工報告: 
1.  4:20 pm主日學由施约瑟帶領. 
2. 教會為配合防疫措施, 鼓勵所有從外地回美國或曾接觸未
隔離在外國回美的朋友, 自己鑑定執行有效二週隔離時間, 
以利保健. 

3. 歡迎首次參加聚會的新朋友. 聚會後请留步, 與本教會的弟
兄姊妹有更多的認識, 一同享用茶點. 

4. 4/12 復活節早上 8:00 在施約瑟弟兄家舉行晨曦禮拜, 紀念 
主的復活. 當天下午 2:30 在 St. Paul Church 有主曰崇拜.  

5. 5/10 主曰在 New Jersey Wyckoff Church 舉行 2020年洗 
禮聚會, 要參加洗禮的朋友请向梁弟兄報名參加洗禮班. 要 
參加慕道班的朋友请向陳瑋姊妹聯絡.                   

6. 為角聲舆我們合作建堂及發展青少年培训中心代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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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634,489.79. 

感   感恩與代禱 :  
1. 為 Kent Leung 心臟手術後的康復祷告. 
2. 為 Ruth Shih姊妹祷告, 求主看顧保守她的身體健康. 
3. 為武漢居民, 被感染的病人, 医護人員, 政府官員及工商經濟 
祷告. 

4. 為年長的弟兄姊妹在季節轉變中的身體健康祷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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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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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1 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耶和華是爱 
                       全然為祢 
                       盡情的敬拜 
禱告讀經       加拉太書 2 章 20 節                                       會眾 
虛心領受        請基督住在我們裡面                                    陳品真 
回應詩歌       耶稣是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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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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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祷散会） 

上週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