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敬敬敬敬拜程序拜程序拜程序拜程序    
SUNDAY WORSHIP SERVICESUNDAY WORSHIP SERVICESUNDAY WORSHIP SERVICESUNDAY WORSHIP SERVICE    
主後 2019年2月17日上午 9:30 

1. 序  樂     

 Prelude    

2. 安靜默禱  ------------------------------------------------------- 會   眾  

 Meditation  Congregation  

3. 唱詩讚美  ---------------------詩歌敬拜------------------------ 會   眾  

 Hymns             Praise and Worship Congregation  

4. 同心禱告  --------------------------------------------------------- 領   會  

 Prayer  Presider  

5. 誦讀聖經   ----------------馬太福音 11:28-30 ---------------- 會   眾  

 Scripture      

Reading         
     Matthew 11:28-30 Congregation  

6. 傳講真道   ----------------------- 進入安息 ---------------- 吳英強長老 
 

  

   
Sermon               Enter the Rest    

 

 

 7. 回應詩歌 -------------#64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會   眾  

 Response Hymn   #64 It 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Congregation   

 8. 虔誠奉獻  --------------請將奉獻投入奉獻箱----------- 領   會  

 Tithes & Offerings                     Presider  

 9. 報告事項  ---------------------------------------------------------- 領   會  

 Welcome & Announcements Presider  

10. 祝禱  ---------------------------------------------------------------- Rev. Mondello  

 Benediction                                                         上週出席人數                               本週事奉同工              下週事奉同工 成人  37   講員 吳英強長老   葉盛德弟兄  兒童   1   領會 何思睿弟兄   高碩忻弟兄 幼兒         翻譯 吳凱姐妹   何思睿弟兄 共計  38     招待 郭晉蓉姐妹   郭晉蓉姐妹          兒童敬拜 張惠菁姐妹   張惠菁姐妹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進入安息進入安息進入安息進入安息 

Sermon Title: Enter the Rest    

經文: 馬太福音 Matthew 11:28-30  

  

大綱 Outline: 

神使人休息 God Gives People Rest 

• 造物主不休息，受造物要休息 The Creator does not rest, but the creation 

must rest 

 

• 休息在救贖中: 為奴之家進入安息 Rest is in salvation: out of the land 

of slavery to enter the rest 
 

• 休息在創造中: 第六日造人第七日定(造)安息 Rest is in creation: 

creation of man on the sixth day and making of rest on the seventh day 

 

• 人不得安息的原因: 沒有救贖，違反創造 Reasons for people not to rest: 

no redemption, against creation  
進入安息 Enter the Rest 

• 在基督裡藉由救贖回歸創造 Created by salvation in Christ 

 

• 竭力進入 Make every effort to enter the rest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馬太福音 11:28】 

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weary and burdened,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Matthew 11:28】  

本週本週本週本週背誦背誦背誦背誦金句金句金句金句    Memory Verse 

講道大綱講道大綱講道大綱講道大綱        Sermon Notes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1. 歡迎第一次來到我們當中的新朋友，願神賜福您。 

2. 今天主日崇拜後請大家參加主日學。主日學之後有午餐。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1. 感謝 神，讓大家平安來到聚會。 

2. 感謝 神上週日在 CBC 和大西洋的浸禮非常順利。求 神祝福新

受洗的劉紅理(康樂)、閆小雁、郭琳、劉玥、劉一瑤、黃鏗印、

馬萬里，在基督裏繼續長進。 

【【【【同心代禱同心代禱同心代禱同心代禱】】】】    

1. 求主帶領教會同工們同心配搭事奉，為教會的靈命復興禱告。求

主興起更多羨慕聖工、熱心服事的弟兄姐妹。 

2. 為教堂的使用和維護禱告，繼續尋求神的旨意，求 神帶領弟兄

姐妹有智慧地來使用，緊緊跟隨主的引導。 

3. 請為兒童事工禱告，為每主日及周五孩子們的教導和活動禱告，

也請家長鼓勵孩子們積極參與。 

4. 繼續為美國和臺灣禱告。也為在中國受到逼迫的教會禱告。 

5. 禱告求神帶領更多家庭來到我們中間。願每個家庭都尊主為大，

全家事奉，也蒙 神賜福。 

6. 請為出門在外的弟兄姐妹禱告，求主賜他們平安。 

7. 請為 FIT 的校園事工禱告。 

8. 陳宏宇姐妹將於 2/21 在 Jacksonville 的 Mayor Clinic 切除胸腔腫瘤， 

手術很大，除平時為她禱告外，請特別在 21 日早晨教會集中為她

的手術成功，並無後遺症禱告。 

9. 請為其他身體軟弱的弟兄姐妹禱告。許冬蘭，林妙玲、諶碧霞，

求 神保守。 

10. 請為楊友波弟兄和楊錦英姐妹一家遭遇困難禱告。 

11. 求主拯救還未認識神的家人。 

12. 請禱告記念各地宣道事工及宣道士身、心、靈的健康。 

【聯絡同工聯絡同工聯絡同工聯絡同工 Group Contact Info】】】】    

喜樂小組: Joy 高碩忻 Shih-Hsin (713)503-7858  

平安小組: Peace 孫愛華 Sherry   (321)506-7797  

兒童事工: Children 張惠菁 Huey (321)795-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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