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後 2020 年 7 月 5 日

主日崇拜程序

July 5, 2020

講員 Speaker: 王行仁弟兄

司會 Master of Ceremony：劉大為弟兄
劉大為弟兄
hilliardOu.da.wei
琳
翻譯 Interpreter: 林博生弟兄
司琴 Pianist：N/A
Ending

徐奧ˋ桌 fellwop

兒童 Children
幼兒
詩班 Choir
總計 Total
上週日
上週日奉獻收入
奉獻收入
一般基金 General Fund
建堂基金
建堂基金 Building Fund
宣道基金
宣道基金 Mission Fund
青少年基金 Youth Fund
聚餐基金 Food Fund
總計 Total

2.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Lay Aside the Old Self and Put On the New Self.
3.不可貪戀錢財 Do Not Long for Money.

報告事項 (Announcements)
1.謝謝行仁兄主領今天的主日崇拜，求神祝福他的服事，下週主日將由行仁兄主領。
We thank Brother Andrew for leading today’s worship. Brother Andrew will lead worship next Sunday.

序樂 Prelude……….…..….……..安靜默禱
安靜默禱 ……….…………..….......….…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 司會
唱詩 Hymn to Praises # 22 快樂崇拜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 會眾
禱告 Prayer ……………...…………………………………………….…....... 司會
唱詩 Hymn # 80 讚美救主 Praise Him！
！Praise Him！
！......................................... 會眾
讀經 Scripturee 詩篇 (Psalm) 139:13-14 .......................................................... 司會
信息 Message 從聖經看人生 View Human Life through the Bible …...….. 王行仁弟兄
奉獻詩 Offertory Hymn # 461 奉獻所有（第 1, 4 節）…..........................…
會眾
節）
奉獻感謝 Offertory Prayer …………...………………...………..…………... 司會
報告 Announcements………………..………………………….…...…........... 司會
唱詩 Hymn # 408 主活在我心 Christ Liveth In Me .......................................... 會眾
祝禱 Benediction……………................................................................ 王行仁弟兄
殿樂 Postlude……………..…...….默禱散會
默禱散會….………......……..….….........
司會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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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Theme)：作成我們得救的工夫（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2:12）Work Out Our Salvation.
目標 (Goal)： 1.不可停止聚會 Do Not Forsake Our Assembli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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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教會配合遵守州政府各項防疫(COVID-19)措施的最新規定如下：
*自七月份開始，教會所有聚會都將回到教堂聚會（5038 Reed Road) 。
*為防止疫情蔓延並維護同工與會友們的健康，招待會在教會入口處測量體溫，並詢問是否有
外州或國外旅遊史 ? 是否最近有接觸到新冠肺炎的病患? 如果體溫超過攝氏 37.5 度（華氏
99.5 度）或有上列旅遊或接觸史者，請不要參加教會聚會。招待也會提供酒精消毒液，進入
教堂者請務必先使用消毒液清潔手部，不握手，全程配戴口罩(教會會提供布口罩或ㄧ般口
罩)，並維持至少六呎以上的社交距離。
*主日崇拜唱詩時不出聲，以司琴彈奏詩歌為主或播放詩歌，主日崇拜之後沒有教會聚餐。
*週日早上的聖經速讀和星期五晚上的查經都在 5038 Reed Road 的大堂舉行，全程配戴口罩，
為保持六呎以上的社交距離，教會於大堂的座位有特殊安排並標記可坐的座位，請兄姊於教
會劃設可坐的座位上就座。
*七月份起，教會鼓勵兄姊皆能回到教堂聚會，但仍為不方便來教會的兄姊提供週五的 Zoom 同
步視訊查經及週日主日崇拜講道的錄影（主日下午在教會網站上提供連結），此作法為暫時
的，以後每月都會重新檢討。了配合防範新冠狀病毒，從今天開始將暫時停止教會每週日的
聚餐。
3. 七月份的行事曆如下:
七月十八日(週六) 探訪
七月十九日 (週日) 執事會
七月三十一日(週五) 特別聚會 (Coordinator: 劉大為)

代禱事項 (Prayer Requests)
1.請為行仁兄下週主日(7/12) 的信息禱告。
Please pray for Brother Andrew as he will preach next Sunday.

2. 請為本週五帶領查經的妙禎姊禱告。
Please pray for Sister Miaw-Jen as she will lead this Friday’s Bible Study.

3.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嚴重，請為此禱告。
Please pray for the recent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the world.

肢體交通 (Fellowship)
1. 請為張如心找工作及彭國芬彭愛雲夫婦找美國的教職工作代禱。
Please pray for Brother Ruxing, and Guofeng Pen and Aiyun Pen as they are looking for jobs.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We know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evil one.(約翰一書 1 John 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