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維州中華基督教會週報
NVCCC SUNDAY BULLETIN

主後 20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Novemb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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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7

*祈禱
啟應經文
詩篇 52: 1 - 9

※ENTER HIS HOUSE WITH CELEBRATION※
PRELUDE
CALL TO CELEBRATION Psalm 95: 1-2
歡欣感謝
“Rejoice, Ye Pure in Heart!”
*INVOCATION
RESPONSIVE READING
Psalm 52: 1 - 9

(兒童請離席 Children are dismissed for Children’s Worship)
敬拜讚美 PRAISING
1) 在這裡 2) 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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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 20:15; 以弗所書 4:28
SERMON
不可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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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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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啟示錄中的教會 (1)

路加福音
English

路加福音
Book of John

教室

教師

大堂

分組討論

教室 2

小組討論

EM

Group Leaders

4. 本季的 中文成人主日學 (11/2018 - 02/2019) 將研討 "啟示錄中
的教會", 我們將採用孫寶玲牧師 (Dr. Poling Sun) 講授空中主日學.
由於分成兩組來學習, 各組的組員名單, 以及主持人名單,都貼在
後面的佈告欄上.
5 教會每月聯合禱告會，週六 ( 11/17 ) 9AM - 10AM 在教會舉行。
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們參加，同心禱告齊來經歷神的大作為。

本週金句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6-7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
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
也更增長了。
So then, just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as Lord,
continue to live your lives in him,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Strengthened in the faith as you were taught, and
overflowing with thankfulness.

6,

教會聚會時間需要幼童照顧的工作，已經貼在後面的布告欄上。
弟兄姊妹若是對這項事工有負擔請在上面簽名。

7.

2018 年度會員大會將於 11 月 18 日召開。會中將確認 2019 年的
教會預算及投票確認新任執事候選人：周秉仁弟兄，李香國弟兄和
林晚霞姊妹，從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期兩年。
續任執事是：許履塵弟兄和傅燕利姊妹，至 2019 年 12 月，為期
一年。 今年底即將卸任的執事賀國裕弟兄、王德琳弟兄和陳一治
弟兄感謝他們的辛勞。
教會會員屆時請參加會員大會並為下年度的長老和執事們及他們的家
庭禱告。若您該主日不能來開會，請向賀國裕弟兄 領取缺席選票。

8.

教會購買的 NVCCC 2019 年的月曆，放在崇拜堂後面的桌上，
歡迎弟兄姊妹索取。

9.

11月23日(星期五) 教會舉辦感恩節聚餐:
6:45 – 7:30PM 愛宴，每家帶菜聚餐
7:40 – 8:00PM 詩歌, 8:00 – 9:00PM 見證分享
請不要帶 “火雞”, (教會預備).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邀請全家 / 親朋好友踴躍參加。

10

鄭敏熙姊妹 (鄭敏賢姊妹的姐姐,現住在加拿大), 感謝教會弟兄姊妹,
不懼辛苦, 任勞任怨的陪著鄭敏賢姊妹走過 人生最後一段的日子.
為此. 將以 鄭敏賢姊妹的名義 贈送教會 一台鋼琴. 也就是教會崇
拜堂的這台新鋼琴.

【在這裡】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熱切期盼遇見祢
天要敞開，神的道傳遍
因為我們渴慕尋求祢
[副歌] 在這裡，在這裡，耶穌祢現在在這裡
我相信，我相信，喜樂的江河在這裡
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將顯明
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
祢的靈在這裡，這裡就有自由
聖靈自由運行無止盡
移山倒海信心，堅定不斷升起
期待偉大神做奇妙事

【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喪，舉目向上望
神在天上，不分晝夜，時時看顧你
雖遇艱難，雖有愁苦，仍在祂手裡
祂必叫萬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滿溢
不要看環境，不看自己
凡專心倚靠祂的，必重新得力
每個禱告，神都垂聽，千萬別放棄
永遠不要忘記，你要忠心走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