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維州中華基督教會週報
NVCCC SUNDAY BULLETIN

主後 2018 年 9 月 9 日上午 10 時
September 9, 2018 10:00 A.M.
※以讚美進入神的殿※
序樂
宣召詩篇 95: 1-2
*頌讚詩歌 Hymn # 253

*祈禱
啟應經文
詩篇 41: 1 - 13

※ENTER HIS HOUSE WITH CELEBRATION※
PRELUDE
CALL TO CELEBRATION Psalm 95: 1-2
榮耀是主聖名
“Glorious Is Thy Name”
*INVOCATION
RESPONSIVE READING
Psalm 41: 1 - 13

(兒童請離席 Children are dismissed for Children’s Worship)
敬拜讚美 PRAISING

1)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2) 永恆唯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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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2018 年事奉方針是 1) 認同 2) 委身 3) 成長。
願神賜福在 2018 年，弟兄姐妹及朋友們常常喜樂，生命長進，
多結果子!
3. 本季的成人主日學課程內容如下:

班別

本週主題

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的大祭司 (30)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English

Christianity and its
offshoots

教室

教師

大堂

分組討論

教室 2

小組討論

EM

Group Leaders

4 教會每月聯合禱告會，週六 (9/15) 9AM - 10AM 在教會舉行。
※以獻身順從神的話※
信息經文

證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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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請起立

※OBEY HIS WORD WITH DEDICATION※
SCRIPTURE
以賽亞書 41：8～10
約翰福音 15：12～15
SERMON
拿什麼奉獻給我們的真朋友耶穌基督?
※STAND BEFORE HIM WITH ADORATION※
OFFERING, PRAYER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DOXOLOGY
*BENEDICTION, THREEFOLD AMEN
POST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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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信徒 / 領袖訓練，週六 (9/15) 10AM – 1 PM
講員：周偉添牧師
學員請自備簡易午餐。
6 今天是祖父祖母節 (Grandparents day) 願上帝眷顧, 祝福, 恩待在坐的
爺爺,奶奶,公公,婆婆們 身體健康, 福杯滿溢.

本週金句 以弗所書 Ephesians 6:2-3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
的誡命。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a promise— “so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enjoy long life on the earth.”.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祢開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將稱頌祢到永遠
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思想
如同天高過地
[副歌]
全地都要來讚美祢
我跪拜祢面前稱頌祢
山雖動搖 地雖改變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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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活動：
1) 教會將使用 9/21 星期五晚上團契活動的時間來
歡送陳亞興弟兄, 學成回中國.
晚餐 7:00 PM – 8:00 PM (教會提供所有食物)
團體活動 8:00)M – 9:00 PM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2) 教會秋季退修自 9/29 - 9/30(週六至週日) 在
Skycroft Conference Center (地址: 9621 Frostown Road,
Middletown, MD 21769) 舉行。中文組講員是葉約翰牧
師，主題: 從耶穌的比喻看信仰的委身、認同、及成長.
( 耶穌經常以簡短的比喻來解說天國的奧秘，那些生動的
故事往往令人茅塞頓開，生命改變，對門徒的信仰與生
活，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此次靈修會中，我們要以四個耳
熟能詳的比喻來溫習上帝賜給我們的奇異恩典，學習如何
對基督更深刻地委身、對教會更強烈地認同、讓生命更美
好地成長。)
1. 浪子與慈父的比喻（路 15）：上帝的恩典與關係的復合
2. 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路 10）：基督的拯救與愛心的
行動
3. 撒種及綿羊/山羊兩個比喻（可 4，太 25）：聖靈的感動
與成長的表現
因為退休會的緣故, 9 月 30 日 在本堂的主日崇拜聚會,
暫停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