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報告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主曆二○一二年二月五日 上午十一時 週報三十七卷 第六期
默禱等候 ................................... 主席宣召.................................... 全體靜默

短詩讚美 ..................................................................................... 全體會眾
牧禱交通 ..................................... 主禱文 ..................................... 全體會眾
啟應經文 .............................路 8:42-48；19:1-10 ............................ 全體會眾
奉 獻.............................................. ....................................... 全體會眾
獻 詩 ..................................我靠近十架 ...................... 蕭渝華、林佩珍
信息領受 ........................ 耶穌一來，萬事都要改變 .................... 林治生牧師
唱 詩 ...............................世紀頌讚 270…............................... 全體會眾
聖 餐 ................................... 愛心奉獻…………………………… 全體會眾
彼此團契 ..................................歡迎與報告 .................................. 全體會眾
三一頌讚 ..................................................................................... 會眾站立
蒙受祝福 ..................................... 阿們頌 ..................................... 全體會眾
默禱閉會 ...................................... 殿 樂 ...................................... 全體會眾
願神賜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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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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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奉獻統計

Last Sunday’s Offering

建館貸款金額

本教會竭誠歡迎各位新朋友來參加崇拜，和我們一起敬拜神，盼望您能
在這裡體會到救主耶穌基督的大愛，並將這個教會作為您屬靈的家。
2. 教會尼希米計畫，冬季班-主日學「羅馬書(1)」已於 1/08 開課，歡迎
參加. (詳情請看大門口海報)。
3 教會尼希米計畫，密集班[團契事工與發展] 2/17-19&2/24-26 五、六、日
在教育館舉行，(詳情請看海報)，歡迎參加。
4. 教會 3/10(星期六)將舉辦雙職事奉講座（職場與禾場）
，特別邀請林豐 樑
弟兄，晚間並有傳福音特別聚 會，請預留時間參加。請注意本教會繼
續發佈消息。林豐樑弟兄生長於台灣, 1979 年來到美國, 1981 年在 Los
Angeles 蒙恩得救. 從 1989 年起一直擔任 “ Payless Car Rental System,
Inc.” 的董事長兼 CEO. “ Payless Car Rental System Inc.” 是全美十大
租車公司之一, 在全球 20 多國家有營業據點.林弟兄信主以後, 即積極參
與校園福音及海員宣教工作, 並在當地教會服事, 曾在 Chicago, Atlanta,
Tampa 的華人教會擔任許多年的執事 . 目前是 Florida 州 “ Clearwate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所按立的長老, 除了在本地服事之外, 也經
常受邀到外地宣講福音, 分享見証. 為講員。
5. 2011 年報稅奉獻收據已印妥，請向何惠堯弟兄索取。
6. 喜樂團契將於 2/07 上午 10 時在教育館舉行，講員:周牧師，歡迎參加。
代禱與各項活動
1. 求神保守會友在基督裡生命的持續成長、家庭和樂、身心康泰、出入
平安代禱。
2. 為軟弱的肢體胡人珍、譚月馨、雷月英、劉麗禪、褚文菐、姚何壽珍 。

1.

.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內容
聯絡人
9:30AM 羅馬書(1)
尼希米計劃
週日
周牧師
11:00AM 教育館
兒童主日學
週日
馮傳道
7:30PM 副堂
禱 告 會
週三
卜牧師
5:30PM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以勒團契
週六
陳淑珍
10:00AM 特別通知
週四查經班
週五
周牧師
8:00PM 詩班室
詩班練詩
週四
林佩珍
7:00PM 副堂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黃德基
9:00AM 副堂
中文學校
週六
黃衍佐
本週事奉同工
下週事奉同工
講 員 林治生牧師
周同培牧師
主 席 郭國威弟兄
蔡健德弟兄
指揮司琴 柯湘兒
柯湘兒
錄音投影 倪志明、程光耀
倪志明、華學成
兒童崇拜 雷月英、卜淑娜、馮玉芬、楊曉純 陳亭、張綺莉、張佳玲、黃 懷、張佳文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羅瑞珍、呂嘉露、周映秀、倪淑貞 陳劉莘娟、張鄭奇珠、朱劉萍、李秀枝
停 車 場 李紹曾、羅 睿
倪志明、張祖同
午 餐 施凱旋夫婦、刑磊明夫婦、李世宗、李國慶夫婦、張祖同夫婦、黃郁貞、
羅瑞珍
林少奇
獻 花 姜張福如
姜張福如

主日信息 （2/05/2012）
耶穌一來萬事都要改變
讀經：路 8:42-48；19:1-10

一、從黑暗進入光明
可 10:46-52
瞎子巴底買，孤孤單單地坐在路旁。
緊握破衣，在黑暗中摸索。
耶穌一來，使他從黑暗中進入光明
二、由久病變平平安安 路 8:42-48
久病的婦人，十二年來到處求醫，
花盡一生積蓄，
疾病依舊纏身。
耶穌一來，血漏立刻好轉
三、 從垂頭喪氣到歡歡喜喜 路 19:1-10
撒該有錢，吃得肥肥胖胖。
但大家認為他是個貪財，為虎作倀的人。
他活在一個苦悶，被人唾棄，瞧不起；
見到了便走開的日子中。
耶穌一來，他的苦悶變為歡歡喜喜
今天，我們都有不同的問題。
像巴底買，四處摸索，但摸不到出路；
像久病的婦人，尋求各種醫治，但老病仍在；
像撒該，到處被藐視，心靈苦悶。
肯否轉眼仰望耶穌，因為

耶穌一來，萬事都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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