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週 奉 獻 Offerings  -  7 月 1 日 建堂基金戶口結存

週會奉獻 Meeting： 4 179,00 Church Building

信徒十一奉獻 The Tenth： 11 373,00 Fund account：

愛心奉獻 Love： kr. 1.787.275,85 地址：Geitmyrsvn. 7 D, 0171 Oslo

感恩奉獻 Thanksgiving： 外幣奉獻 Valua： 電話：22 46 97 22

圖書奉獻 Litteratur： 瑞典幣 SEK： 電郵：ncccoslo＠gmail.com

茶點奉獻 Cakes： 丹麥幣 DKK： 教會網站：www.scccoslo.wordpress.com

ALIVE 所收奉獻 ： 129,00 歐元 EURO： 銀行戶口：3000 18 07923

兒童崇拜所收奉獻 英磅 GBP £ ： Vipps 號碼：13030

小計 Sum 15 681,00 美金 USD：

建堂奉獻 Church dedication： 550,00 人民幣 CNY： 1,00 2018年 崇拜背誦經文 Memorizing texts for worship in 2018

差傳基金奉獻 Mission (NOK)： 香港幣 HKD： （七月份 June）新的生活方式 New Life style：約翰一書 1 John 2：15

總數 Totalt 16 231,00 泰銖 THB：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星加坡幣： 15 Do not love the world or anything in the world. If anyone loves the world, 

夏令會奉獻： 2 500,00 love for the Father[d] is not in them. 

主日崇拜程序 2018 年 7 月 8 日   早上 11 時正

*************************************************************** Sunday worship program 8. July 2018 11am

7月8日事奉同工 7月15日事奉同工 1. 安靜，鳴鐘響  Be quiet，Bell ringing

主席，領詩 (Worship Leader)：李麗芳 謝辛 2. 宣召  Calls to Worship

翻譯 (Translator)： 曾霓 馬碧君 3. 詩歌敬拜  Hymns 1.  一首讚美的詩歌

司琴  (Pianist)： 唐宛男 2.  除祢以外

講員∕分享（Preacher）： 陳錫大牧師 陳錫大牧師 4. 讚美禱告  Praise & Prayer

翻譯 （Translator）： 馬碧君 陳麗芬 5. 詩歌敬拜  Hymns *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司事  1 (The sexton)： 施建培 陳汪妙英 6. 讀經 *  舊約： 箴言  Proverbs  30：7 - 9

司事  2 (The sexton)： 藺晶 何李翠華 Scripture reading s *  新約：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6：17 - 19

招待  1 (Serve)： 施建培 徐志偉 7. 講道 / 分享 *  題目  Topic：《從重生到蛻變》

招待  2 (Serve)： 藺晶 徐顏艷鶯 Sermon *  題目  Topic：《From regeneration to transformation》

音響控制 (Audio control)： 劉啟泰 陳祖儀 *  經文  Verses： 彼得前書  1 Peter   1：1 - 12

電腦控制 (PowerPoint)： 施富強 馬家媽 8. 回應詩歌  Hymns *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PPT 設計同工 (PPT design)： 石雋 馬碧君 9. 奉獻 Offerings，代禱 supplication

場地（清潔）Tidy up： 廣東 普通話 Bærum 小組 10. 主禱文、三一頌、祝福  The Lord's Prayer、Doxology（536）Benedictions

夫婦小組 百合花小組 11. 歡迎及家事分享  Welcome and  Announcemen t

茶點安排： 徐志偉，沈陳羨兒 沈陳羨兒 12. 安靜，鳴鐘響  Be quiet，Bell ringing

（Refreshment arrangement）: 石雋/李婕/張笑顏 劉迎春

鮮花奉獻 (Flowers)： 馬家媽 陳麗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