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6 年 6月 19日 
 

宣召  诗篇 104:1-12 

祷告  

诗歌 将天敞开 

彩虹下的约定（WSCCC #7） 

诗班献诗 看见神的爱 

父亲节幻灯  

经文 哥林多后书 11:21-12:10 

讲道 保罗的三个属灵经历 

回应诗歌 你坐着为王（WSCCC #22） 

迎新和报告  

三一颂  

祝福, 恩祷礼成   

默祷 散会  

 

主日事奉 

 本周 下周 

主日学 徐振强 徐振强 

讲道 徐振强 陈庆 

司会 孙云 周伟庆 

领诗 蔡宝珍 蔡惠娜 

司琴 刘宛珺 蔡宝珍 

招待 董承海 苏锦权 王颢 苏锦权 

儿童主日崇拜 董娟 程冬梅 董承海 林明霞 

餐后清洁 周伟庆 孙云 

周报 录像 周伟庆 桑庆东 桑庆东 王颢 
 

 

宣召：诗篇 104:1-12 
1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阿，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

严为衣服。2 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3 在水中立楼

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4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

仆役。5 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6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7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

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8（诸山升上，诸谷沉下（或作随山上

翻，随谷下流）），归你为它所安定之地 9 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

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10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11使野

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12 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

啼叫。 

 

经文：哥林多后书 11:21-12:10 
11:21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

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22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

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23他们

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

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24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

十，减去一下。25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

昼一夜在深海里。26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

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

兄的危险。27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赤身露体。28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

压在我身上。29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30我

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31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

父神，知道我不说谎。32在大马色亚哩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

要捉拿我。33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缒下去，脱离了他

的手。 

12:1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

示。2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

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3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4他被提到乐园里，听

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5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

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6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

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

见所听见的。7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

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8为这

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

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10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

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敬拜不停息 

 

报告与祷告事项 

1. 2016 北卡-家庭营 July 30(7:30am)周六–July 31 (4:00am)周日 

主题： 夫妻关系专题 赵约翰牧师/赵恩慈师母 

青少年教养问题 叶颜玮茵博士 

职场专题  林丰樑长老 

儿童亲子教育专题 刘美蘭师母 

地点： 1910 HICKSWOOD RD,HIGH POINT,NC 27265 

家庭营信息报名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u-

13q5k5_wKqzt1nb02jXPl2UFhDqwLUv2UTZQNds0/viewform 

 

2016 北卡-单身营 July 29(7:30)周五- July 31（4：00am）周日 

主题： 合神心意的单身 沈崑如弟兄 

地点：  CHRISTIAN CETTER， 

    4321 BARROW RD, HIGH POINT, NC 27165 

單身營信息报名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TdpRp2TAYf78h6B90zVen8WlS

_LMG05Vfn-7Czvb3s/viewform 

2. 教会奉献支票抬头请写ABC,在memo处请填写WSCCC。若您还不是基督

徒, 请不必参与奉献。 

3. 6/12 崇拜人数 54, 奉献$1298，午餐费$134。 

————————————————————————— 
三一颂（#256）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 世上万民赞美主恩；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门! 

 

温莎华人基督教会 

Winston-Salem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教会宗旨: 

高举基督 造就信徒 建立教会 传播福音 赐福社会 
 

 

本周金句：腓立比书 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

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教会主要同工及通讯信息 
牧师: 徐振强 (704)533-1212 (Cell)(336)725-8767 Ext.108(Office)  

办公室：E-301.办公时间: 周二 三 四（11 am-4 pm） 

执事: 孙云 弟兄 (336)782-0538 ysjd@yahoo.com 

乔群珠(Magdalen) 姐妹 (336)624-3772 

teresawsccc@gmail.com 

地址:  501 Miller Street, Winston-Salem, NC 27103 

(在Ardmore Baptist Church内) 

网址:  http://www.wsccc.net 

 

 

教会活动时间 

主日崇拜  
9:30  AM - 10:30 AM 主日学 

10:45 AM - 12:00 PM 主日崇拜 

12:00 PM -  1:00 PM 午餐 

1:00  PM -  2:30 PM 诗班练歌 

长青团契查经 联系人 
星期五 9:30 AM - 11:30 AM Mary  Lee 

祷告会  
星期五 7:00 PM - 7:30 PM 孙云 

以马内利团契查经   多功能室  
星期五 7:30 PM - 9:00 PM 尹为宏 

恩典团契查经     三楼 307 室  
星期五 7:30 PM - 9:00 PM 周伟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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