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禱事項 

1.  祈求神的旨意暢行無阻地在我們個人身上、家庭、  
教會和我們所居住的美國，使屬靈的復興能夠臨到。 

2. 祈求聖靈賜下智慧和能力給教會牧者、同工及會   

   友，能夠同心合一、興旺福音。 

     3. 求神使用本會中文學校事工成為福音的管道, 使師生 

   家長都能蒙恩得救, 請為各項事宜代禱。 

          4. 求神保守看顧出門在外的呂芳芸姐, 桂芬姐夫婦, Ben 

        還有搬遷到台灣的健生兄與 Amy 姐都蒙神看顧, 平 

        安喜樂。  

     5. 請迫切為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代禱，求主恩待、醫治 
        疫區內被感染的病患，能夠儘速恢復健康；也求神賜 
        下智慧給美國的各級領導者，能夠有效控制疫情。 
 
 

     
  Mar 8, 20  

 Concordia Lutheran Church &Chinese School 
喜瑞都協和基督教會及中文學校 

          本會網站 www.concordia-mm.org    
       

                     今年主題:   
裝備聖徒，建造教會 (弗 4:11-12) 

          13633 183rd Street, Cerritos, CA 90703  
    教會牧者:陳智榮牧師                  562-921-4170       

             

     主日禮拜  (10:30AM) 
 司  琴: Claudia Xi                                司  會: 張有玲    

 前  奏 PRELUDE ………………………………… Claudia Xi 
   敬拜讚美 WORSHIP…………………………………會  眾 
         (1) 祢的信實廣大 (#40) 
         (2) 祢坐著為王 (#27) 
   祈  禱 OPENING PRAYER …………………………司 會 
   舊約聖訓 O. T. LESSON ………………………詩篇 121 篇 

   新約聖訓 N. T. LESSON …………………約翰福音 3:3-16 
   信  息 MESSAGE ………………………………陳智榮牧師 

「進神國，先重生」 

   本週金句 VERSE OF THE WEEK …………………會  眾 
   奉  獻 OFFERING.……………………………….......會  眾 
   歡迎與報告 WELOME & ANNOUNCEMENT ……司  會    
   頌  榮 DOXOLOGY …………………………………會  眾 
         (3)我們成為一家人 (#48)                           
   祝  福 BENEDICT………………………………陳智榮牧師     
   後  奏 POSTLUDE………………………………Claudia Xi 
  
 

                          
本週聚會( 3/8– 3/15) 

星期二 
3/10 

10:30AM 
 

恩慈團契 
 

星期四 
3/12 

8:00 PM 詩班練唱 

星期五 
3/13 

8:00PM 讀經會（暫停）
 

星期六 
3/14 

8:30 AM 
9:30 AM 

清潔聖殿(由英文堂清理) 
姐妹會(本月暫停) 

星期日 
3/15 

10:00 AM 
10:30AM 
10:30AM 
11:45PM 

禱告會  
主日禮拜  
兒童崇拜 
成人主日學  



 

 
                        消息報告 
1. 歡迎首次到本教會聚會的朋友們和弟兄姊妹們，會後請留下  

  與我們一起享用午餐。 

2. 今天成人主日學於主日崇拜之後，11 點 45 分在 MPR 舉 

   行。講題為: 末世論（十）。 另外在#6 教室由 Melody 傳 

   道為參加受洗,入會的兄姐教導「基要真理班」, 於 12 點 

   15 分結束後一起享用午餐。 

3. 從本週開始本教會網站更新網址為:   

   www.concordia-mm.org, 舊網址至 3/2 過期, 將不再使用。 

   3/15 午餐後將有一個網頁維護商討會, 歡迎志願服事的兄姐  

   參加。 

4. 英文堂在復活節之前的每星期三晚上 6:30-7:15 舉 LENT 
  （大齋期）的禮拜，紀念耶穌禁食 40 晝夜，勝過魔鬼試探。 

   歡迎兄姐參加。 
5. 目前每主日午餐奉獻表填至 5 月底, 6 月份後仍需各位弟兄 

   姐妹的愛心午餐奉獻, 請於 MPR 牆上午餐奉獻表中填寫名 
   字，願神親自祝福！ 

6. 若您想奉獻神的教會，支票抬頭請寫: CLC-MM。 萬軍之 
   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 
   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 
   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協和每週一謎】 
本週謎面: 雙雙擁護 Trump(中國地方小吃名一) 

答案請用手機短信至 562-286-4760  
上週謎面: 隔離措施, 一點沒錯(四字成語一) 

上週謎底: 分豪不差         答題人數/答對人數: 4/3 
註解: “隔離措施”扣“分”, “毫不“扣”一點沒”, 錯扣差。 
  

 
 

聖 工 本週 3/8 下週 3/15 感恩聚會 
主日証道 陳智榮牧師 陳智榮牧師 主日出席 41 
司會 張有玲 黃鳩吉 主日奉獻  
司琴 Claudia Xi Claudia Xi  午餐奉獻  
早禱會 陳智榮牧師 陳智榮牧師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Melody Melody 成人主日學  

敬拜讚美 
 

邵 笑 
李 賀 
張 莉 

邵 笑 
李 賀 
張 莉 

姐妹會(健走)

恩慈團契
清理聖殿  

 招待司獻 
 

李 進 
張 莉 

陳麗姬 
林美華 

早禱會  
詩班  

午餐奉獻 
 

陳麗姬 
張有玲 

Ben 周 

龔笑紅 讀經會 
  

午餐服事 
及 
清理 

陳麗姬 
林美華 
Mandy  

Ben 周 
龔笑紅 
Justine 

  

洗咖啡爐 黃漢鳴 李 進 

 煮飯洗鍋 龔笑紅 王雪玲 
點 燭 Zac Lee 林美華  
投 影 黃鳩吉 黃鳩吉
音 控 Peter 洪 Peter 洪
點 名 林美華 林美華

                  
本週讀經 

申命記第 34 章-約書亞記第 6 章 
本週金句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
恩相稱。』」（以弗所書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