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週 奉 獻 Offerings  -  7 月 19 日 建堂基金戶口結存

週會奉獻 Meeting： 963,00 Church Building Fund account：

信徒十一奉獻 The Tenth： 3 200,00 kr. 2.075.044,04
愛心奉獻 Love： 外幣奉獻 Valua： 地址：Geitmyrsvn. 7 D, 0171 Oslo

感恩奉獻 Thanksgiving： 瑞典幣 SEK： 電話：22 46 97 22
ALIVE 所收奉獻 ： 丹麥幣 DKK： 電郵：ncccoslo＠gmail.com
兒童崇拜所收奉獻： 歐元 EURO： 教會網站：www.scccoslo.wordpress.com
茶點奉獻 Cakes： 英磅 GBP £ ： 銀行戶口：3000 18 07923

泰北奉獻 Northern Thailand 美金 USD： Vipps 號碼：13030

小計 Sum 4 163,00 香港幣 HKD：
建堂奉獻 Church dedication： 人民幣 CNY： 七月崇拜背誦經文 - 主題：作上進的人   經文：彼得後書 1：5 - 8

總數 Totalt 4 163,00 捷克 CZK： 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

德行，又要加上知識；1: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

*************************************************************** 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

7月26日事奉同工 8月2日事奉同工 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1:8  你們若充充

主席，領詩（Worship Leader）孫獻純師母 唐宛男 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

翻譯（Translator） 陳麗芳 陳麗芳 閒懶不結果子了。
司琴（Pianist） 唐宛男 滕穎
講員∕分享（Preacher） 徐伊樂傳道 陳錫大牧師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2020 年 7 月 26 日   早上 11 時正

翻譯（Translator） 宋世君 何禮強 Sunday worship 26. July 2020 11am

司事（The sexton） 馬淑芬、陳凱媛 陸伊莉、徐志偉 1. 安靜，鳴鐘響  Be quiet，Bell ringing
招待（Serve） 沈陳羨兒、陳凱媛 陸伊莉、徐志偉 2. 宣召  Calls to Worship *  詩篇 Psalms 113：1 - 4

音響控制（Audio control） 沈志剛 孫海軍 3. 詩歌敬拜  Hymns 1.  我的靈讚美你（千萬個理由）
技術支持 Technical Support： 熊偉成 熊偉成 2.  耶穌恩友
電腦控制（PowerPoint） 吳丹 孔春雨 4. 讀經 *  舊約： 出埃及記  Exodus  32：1-4，30-35
PPT 設計同工（PPT design） 馬碧君、吳丹 唐宛男 Scripture reading *  新約： 約翰一書  1 John  2：15 - 17

場地（清潔）Tidy up 廣東話團契 OK 團契 5. 讚美禱告  Praise & Prayer

鮮花奉獻（Flowers） 吳亞麥 譚超 6. 詩歌  Hymns *  輕輕聽
7. 講道 / 分享 *  題目：《你有無花果嗎？》

Sermon *  Topic：《Have you FIGured it out?？》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Time: 11:00-13:00  Venue: 2nd floor *  經文 Verses：路加福音  Luke  13：1 - 9 

8. 回應詩歌  Hymns *  耶穌恩友

9. 奉獻、代禱  Offerings、Intercessions
10. 主禱文、三一頌、祝福  The Lord's Prayer、Doxology（536）Benedictions
11. 背誦本月經文 Memo texts 
12. 歡迎及家事分享  Welcome and  Announcemen t
13. 安靜、鳴鐘響  Be quiet



講道經文 / Sermon Verses：路加福音  Luke  13：1 - 9 家 園 訊 息  Announcement

13:1  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 歡迎來教會崇拜和線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們。Welcome to new and old friends.
事告訴耶穌。13:2  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
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13:3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 → 教會將於8月16日舉行臨時會友大會，投票是否聘請黃天權牧師在陳牧師

都要如此滅亡！13:4  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 2021年進修期間作為教會代理牧師，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13:5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 Church member ad hoc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16th August, voting wether 
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13:6  於是用比喻說：「一個人有 Pastor Greg will be recuited as churh pastor during Pastor Chen's study on 2021. 
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裡。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

13:7  就對管園的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 → 下週崇拜後，黃天權牧師將通過Zoom與大家見面，分享聘牧相關信息。
竟找不著。把它砍了吧，何必白佔地土呢！』13:8  管園的說： After the next Sunday service, Pastor Greg will meet and share with us via Zoom.

『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13:9  以後若結
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 → 下週崇拜後在一樓有長者以諾團契聚會，歡迎參加。
****************************************************************** After the worship next Sunday, there will be monthly meeting for  the elderly 

代禱事項  Prayer Requests： Enoch Fellowship on the first fl. 
1. 感恩Thanksgiving

為今天神的話語；為神一週的供應看顧 → Enoch傳道將於今年9月17日至12月31日休育嬰假。

For the Word of God todayfor God's providence in the week. Pastor Enoch will take his parental leave from 17.09 until 31.12 2020.
2. 為神的國神的家

為新的慕道朋友，為下半年各項事工，為大家的平安健康。 → 請來教會參加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朋友，請先清潔消毒，然後登記姓名

Pray for the new friends, for the upcoming ministries, and for the health and peace of all . 及電話。已經登記過電話號碼的，直接簽名就可以，但務必把名字寫得

3. 為神的供應和主日奉獻 公正清楚，以便同工清楚辨認。
為需要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為神的供應和主日奉獻禱告。 Ber alle som deltar fysisk gudstjeneste å bruke antibac ved ankomst, samt 

Pray for job opportunities, for God’s provision and for the offering today. å registrere navn og telefonnummer. Skriv tydelig med blokkbokstaver slik at 
det er lesbart. De som er allerede registrert fra før, husk å signere på liste. 

家 園 訊 息 （續）  Announcement

→ 為週六教會旅行燒烤感恩 → 下週聚會

感謝神供應好天氣，有90多人參加，包括很多年輕人，大家都非常開心，感謝 禮拜三網上長者查經 ，禮拜四禱告會照常。崇拜同工靈修排練禮拜六

執事會同工Emma及Monica的組織安排。 12點在教會照常進行。The Bible study of the elders and the prayer meeting
Thank God for providing good weather for the church BBQ outing yesterday. We all will continue as usual. Worship rehearsal at 12 o'clock on Saturday as usual.

had about 90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particular many young people attending.

Many thanks to Emma and Monica for organizing of the tr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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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