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園訊息 Announcement 

→ 特別歡迎來教會崇拜和線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們。 

 Welcome to new and old friends 

 

→ 網上靈修週 Devotion week 

 時間：夏令會時間 6-11/7，星期一至六，每天上午和晚上 

 9.00-9.45。分別由陳牧師和 Ivy 傳道帶領，內容不同。 

 禮拜天沒有靈修，但邀請大家崇拜後來教會或者網上一起 

 分享靈修感受。 

 請用主日崇拜的會議號碼登入。 

 Time: Summer Festival time 6-11/7, Monday to Saturday, morning 

 and evening 9.00-9.45, led by Pastor Chen and Ivy, with different 

 content. There is no devotion on Sunday, but everyone is invited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after the worship service. Please log in with 

 the same meeting number for Sunday worship.  

 

→ 下週聚會 Cell groups next week 

 * 禮拜三長者查經暫停一次。 

 * 禮拜四禱告會照常。 

 * 禮拜六崇拜帶領同工靈修排練改為 12 點開始。 

 *  There will be no online elder Bible study next Wednesday. 

 * Thursday prayer meeting will continue as usual. 

 * Saturday worship team devotion and rehearsal changed to kl.12.00 

  in the church.  

 

→ 下週崇拜       

* 實體崇拜 11 點在教會進行，請大家提前一點到教會登記姓名電話。  

* 網上崇拜使用同一個鏈接或 Zoom Meeting ID 號碼: 471 598 303。 

 10:30 開始登錄。請提前登入，預備心靈，安靜等候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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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參加 7 月 5 日聖餐崇拜 
Welcome to worship on 5. July 2020 

 

 

 

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 

The Lord is in his holy temple; let all the earth be silent before him. 

        哈巴谷書 Habakkuk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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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靜，鳴鐘響 Be quiet，Bell ringing    

2. 宣召 Calls to Worship      

3. 詩歌敬拜 Hymns * 聖哉 聖哉 聖哉 Holy Holy Holy   

4. 讚美禱告 Praise & Prayer      

5. 讀經  * 舊約：耶利米書 Jeremiah 23：16 - 24  

 Scripture reading * 新約：約翰一書 1 John 4：1–6  

6. 聖餐 Holy Communion      

7. 使徒信經  The Apostles' Creed       

8. 認罪 Syndsbekjennelse      

9. 講道 Sermon  * 題目：《在神面前的侍奉》  

   * Topic：《Stand Before the Lord》  

  * 經文 Verses：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3：1 - 7 

10. 回應詩歌 Hymns * 成為我異象 Be Thou My Vision   

11. 長老委任禮 鄭日耀弟兄 Elder Installation of Brother Yat Yiu Cheng 

 禱告 Prayer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3：：1 - 7  

 誓約詢問、按手、宣告就職      

 詩歌 Hymns 歡迎  Rejoice     

 歡迎  Welcome       

 ALIVE 獻詩 ALIVE      

 祝福禱告       

12. 奉獻、代禱 Offerings、supplication     

13. 主禱文、三一頌、祝福 The Lord's Prayer、Doxology、Benedictions 

14. 背誦本月經文 Memo texts       

15. 歡迎及家事分享 Welcome and  Announcemen t   

16. 安靜、鳴鐘響 Be quiet      

 

 

 

講道經文 Sermon Verses：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3：1 - 7 

3:1  天使（原文是他）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 

面前；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3:2  耶和華向撒但說： 

「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 

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3:3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 

使者面前。3:4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 

又對約書亞說：「我使你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3:5  我說：「要將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他們就把潔淨的冠冕戴 

在他頭上，給他穿上華美的衣服，耶和華的使者在旁邊站立。 

3:6  耶和華的使者告誡約書亞說：3: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你若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 

院宇；我也要使你在這些站立的人中間來往。 

****************************************************************** 

 代禱事項  Prayer Requests：   

→ 為今天神的同在和話語，為教會有新的長老感恩。 

 For the Word of god today,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new Elder. 

→ 為教會下週靈修週，為大家假期的旅行和平安禱告。 

 Pray for the devotion week next week as well as all who travel. 

→ 為神的供應和主日奉獻禱告。 

 Pray for God’s provision and for the offering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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