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維州中華基督教會週報
NVCCC SUNDAY BULLETIN

主後 2016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June 26, 2016 10:00 A.M.
※以讚美進入神的殿※
※ENTER HIS HOUSE WITH CELEBRATION※
序
樂
PRELUDE
宣
召 詩篇 66: 8-9
CALL TO CELEBRATION Psalm 66: 8-9
*頌讚詩歌 Hymn # 254

讚美! 讚美! “Praise Him! Praise Him!”

*祈
禱
*INVOCATION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 115: 9-18
Psalm 115: 9-18
(兒童請離席 Children are dismissed for Children’s Assembly)
敬拜讚美
PRAISING
1) 住在祢裡面 2) 永恆唯一的盼望
※以獻身順從神的話※
信息經文
詩篇 57-58
證
道
休要毀壞

※OBEY HIS WORD WITH DEDICATION※
SCRIPTURE
Psalms 57 - 58
SERMON
Do Not Destroy

※以敬拜獻於神面前※
★奉獻及禱告
歡迎報告
*三 一 頌
*祝禱及阿們頌
殿
樂

※STAND BEFORE HIM WITH ADORATION※
OFFERING, PRAYER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DOXOLOGY
*BENEDICTION, THREEFOLD AMEN
POSTLUDE

*會眾請起立

*Congregation Standing

★奉獻是基督徒的本份與權利，如果您沒有預備或不太清楚奉獻的意義， 您可以
不必參與；聖經說："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
的人， 是 神所喜愛的.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
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 哥林多後書 9: 7-8

[教 會 消 息 Church Announcements]
1. 歡迎初次來的新朋友，請您留下姓名，讓我們能更多認識；請參閱週
報最後頁聚會時間表，選擇合適的聚會參加，在神的家中更認識祂。
2. 這一季的中文成人主日學【與主相遇的跟從】將包括下列四方面的學習:
A) 什麼是敬拜 -- 在敬拜中與神相遇, 如何過敬拜的生活.
B) 生命重塑 -- 對己誠實, 對主忠實, 對別人信實.
C) 信心生活 -- 信心如何在我們日常生活上有作用.
D) 福音 -- 福音是世人共同的需要. 世人不是福音的對象, 就是福
音的使者.
英文主日學的主題“Christian Faith in the Modern World” 盼望慕
道朋友及弟兄姐妹能扎根在神的話語且有生命的經歷 。希望我們一起來
學習如何跟從主，並且由跟從帶出喜樂生命！
班別
本週主題
教室
教師
福音
與主相遇的跟從
大堂
分組討論
(二)人與人的連結點
Christian Faith in the
Group
English
EM
Modern World
Leaders
3. 教會禱告會和姐妹會查經於每主日午餐後舉行，歡迎大家參加。
4. 教會目前正在調整，修改教會網站，希望弟兄姊妹上網看看，歡迎向
鄭勇弟兄提供意見。

本週經文 歷代志下 7:14 2 Chronicles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if my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my name, will humble themselves
and pray and seek my face and turn from their wicked ways, then
will I hear from heaven and will forgive their sin and will heal
their land.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長執同工滿有主的智慧及聖靈的合一，策劃及安排
各事工並等候及倚靠主的引導。 2016 教會的重要事工
A) 修改教會規章. B) 英語部聘牧. C) 中文部聘牧.
2. 為教會每一會友繼續靈裡扎根成長，每日靈修與主親近，
參加查經班又彼此配搭服事；大家同心合一，興旺福音。
3. 趙哲林姊妹於 6 月 15 日上午安息主懷。求神親自安慰
趙哲林姊妹的家人。
追思禮拜定於 7 月 2 日 下午 2 點在 National Memorial Park
( 7482 Lee Highway Falls Church, VA, 22042) 舉行。
4. 求主保守暑期中出外旅遊的弟兄姊妹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
5. 為病中的弟兄姊妹代禱, 求主醫治眷顧使他們早日康復。

【住在祢裡面】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如鷹展翅上騰。
[副歌]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永恆唯一的盼望】
有一位真神，祂名字叫耶穌
祂來到這世界上，為要救贖你
生命的意義，盡在這福音裡
只要你開口呼喊，耶穌
[副歌]
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
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
將憂傷變為喜樂，將懼怕變為力量
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