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教會主題:   得能力，見證主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8 

  2018 Theme: Empowered to Witness Jesus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cts 1:8) 

2018 年服事分配 

 

1 月 14 日 1 月 21 日 

講員： 伍妙霞 師母 王哲亮 弟兄 

翻譯： 吳立仁 牧師 - 

主禮： 陳宗鉅 弟兄 王傳華 弟兄 

敬拜领唱： 陳淑吟 姊妹 熊順卿 姊妹 

敬拜配唱： Wayne 弟兄 張開之 弟兄 

敬拜讚美司琴 陳淑吟 姊妹 陳淑吟 姊妹 

崇拜司琴： 陳淑吟 姊妹 陳淑吟 姊妹 

招待 Greeters: 王 雨 和 許誼 陳為和陳健雄  

音響控制 AV： Andy W./張開之 王 雨 弟兄 

1.成人主日學 DVD 

會員大會 

傅慶建 弟兄 

2.豐盛的恩光 王傳華 弟兄 

3.價值觀重整之旅 秦珮珩姊妹 

午餐： 教會預備@二元 教會預備@二元 

清潔: 

姜瑤華 姊妹 陳美英 姊妹 

陳為 弟兄 吳小松 弟兄 

林敏 姊妹 周優群 姊妹 

值日執事 Deacon: 林敏 姊妹 周優群 姊妹 

嬰兒室 9:30-11:20 曹秀珍 姊妹 赵美玲 姊妹 

嬰兒室 11:20-12:30 郭金鳳 姊妹 劉文 姊妹 

兒童主日學： 雙語崇拜 

會員大會 

Amanda & 劉文  

EM Service: Cherry 姊妹 

兒童茶點： Jasmin 周優群 姊妹 

週三查經小組： 1 月 17 日 1 月 24 日 

帶領： 熊順卿 姊妹 熊順卿 姊妹 

領詩： 曲耀華 姊妹 Mary 姊妹 

週五查經團契： 1 月 19 日 1 月 26 日 

帶領： 父母團契：林敏

林英珠 姊妹 
兒童成長團契 

陳宗鉅 弟兄 

領詩： 許誼 姊妹 

週五兒童節目： 郭金鳳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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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四日  
                                 January 14, 2018 

        彰 顯 神 愛，活 出 基 督 
邀請，成長，宣教，歡慶 

 To demonstrate a Christ-centered life 
                as a loving family of God 

        Inviting, Growing, Outreaching, Celebrating 

     真光堂聚會時間表      Meeting Schedule 

主日禱告會 

國語主日崇拜      

  青少年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 

英語主日崇拜 

詩班練習 

早上查經小組 

禱告會 

教會查經團契 

 *長青團契 

English bible study 

兒童成長團契   

上午 9:15AM Sunday Prayer 

上午 9:30-11:00 (1st Sunday: Bilingual)  

9:30AM-11:00AM Youth Sun.School 

9:30AM-11:00AM Children Sun. School 

上午11:20 Adult Mandarin Sunday School 

11:30AM-12:30 PM English Worship        

主日下午 1:30  

週三早上 10:00 

週三晚上 7:30 

週五晚 7:30PM Friday Bible Study 

每月第四個週六上午 10:00 

*Thursday7:30PM. (EM Young adults) 

3rd Friday of Month 7:30PM GROWkids 

* 團契聚會之地點，請留意報告 
 

   主任牧師：吳立仁 牧師  Senior Pastor: Rev. Lit Inn Wu               

   Phone: (847) 310-4789(家), Cell 手機 : (847) 312-2219 

                     Email:  pastorwu@sbcglobal.net 

mailto:pastorwu@sbcglobal.net


 聖誕後第三主日 

 （3rd Sunday after Christmas) 

安靜默禱，預備心敬拜主 

Silent Prayer. Prepare Your Heart to Worship 

序樂 Prelude： 司琴 Pianist 

宣召： 申命記 28 : 13-14 主禮 

Call to Worship： Deuteronomy  28 : 13-14 Liturgist 

敬拜讚美：                                                                                 中文堂和會眾    

Singspiration：                          CM & Cong. 

禱告 / Prayer :    主禮 / Pastor L. Wu 

讀經：            詩篇 128 : 1- 6  會眾 

Scripture：        Psalm 128 : 1- 6 Lesley Wong 

證道：                                                                                                                                                                                                                      「必享福樂」 伍妙霞師母 

Sermon:     “Blessings and Prosperity ” Jenny Wu 

唱詩：     藍本#44「去吧！蒙恩福的兒女」

（1，3 和 4 節） 

會眾 

Hymn：      Blue#44“Go, My Children, with My 

Blessing”(v.1, 3 and 4) 

Cong. 

奉獻：      會眾 

Offering：  Cong. 

代禱及主禱文：   眾誦主禱文 吳立仁牧師 

Intercession & The Lord’s Prayer：             Pastor L. Wu 

報告：   （歡迎與問候） 主禮 

Announcement： (Welcome and Greetings) Liturgist 

祝福/阿們頌： 「三疊阿們」 眾立 

Benediction： “Three-Fold Amen” Cong. 

殿樂： （默禱，彼此記念，散會） 司琴 

Postlude： (Silent Prayer) Pianist 

 

堂 訊 Announcements 
1. 歡迎每一位！願神賜福你。Welcome! God bless 

you. 

2. 今天崇拜後將召開會員大會，主要內容包括教
牧和執事報告，2018 年財務預算案投票，選
舉新一屆提名委員會。請投票會員出席。After 
today’s bilingual service, there will be Congregation 
Meeting. Main agenda items: pastoral and deacon 
reports, vote on 2018 budget, election of 2018 
nomination committee. Voting members please attend. 

3. 本週三（1/17）上午 10:00 查經小組在教堂查
考「我們的安慰從何而來？（三/下） 在信心
中得安慰：哥林多後書 3:17-4:1。 

4. 本週三晚上 7:30 至 9:15，在教會有中文禱告
會。歡迎參加，一起經歷禱告的大能。  

5. 本週五（1/19）在教堂有兒童和父母成長團
契。父母團契的查考內容：聖經中的著名夫
婦（2）： 跟著你（亞伯拉罕與撒拉的故事）。 
歡迎參加！There is GROWkids fellowship in 
church this Friday at 7:30pm. 

6. 下主日（1/21）講道內容：「我們的福氣」，經
文：以弗所書 1 : 3 - 14，講員：王哲亮弟兄。
請預備心領受神的話語。  

7. 成人主日學將於下週恢復上課。請弟兄姊妹們
預備心參與。 

8. 吳牧師和師母將於 1/15 至 1/25 在英國探望朋
友並佈道。期間如有教會事務請與林敏姊妹聯
繫。Pastor and Mrs. Wu will be away in England for 
visitation and ministry 1/15-25.  Please contact Lin Min, 
Council Chair, if any need arises.   

9. 1/28（主日）下午 1：30 有執事會議，會眾如
有關於教會的意見或建議，請於 1/27（週六）
前書面或電子郵件交給任何一位執事。There is 
council meeting at 1:30pm on Sunday 1/28. Please 
email a deacon if you have any church-related 
concerns or suggestions. 

         
本月聖經金句 Monthly Bible Verse 

同席的有一人聽見這話，就對耶穌說：在神
國裡吃飯的有福了！（路加福音 14:15） 

When one of those at the table with him heard this, he said 

to Jesus, “Blessed is the one who will eat at the feast in the 

kingdom of God.” (Luke 14:15) 

 

代禱事項 Prayer Requests 
1. 求主幫助我們 敬畏神, 遵行祂的道 , 因

此 享福 ， 凡事順利 。 The Lord help us to honor 

and obey Him so we may receive blessings and 

prosperity from Him . 

2. 求主幫助我們渴慕聖靈充滿，得能力，見
證主。The Lord help us to desire to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so we will be empowered to be Christ's 

witnesses. 

3. 求主賜福我們的教會，使牧師，執事，和
會眾同心事奉主，做好教會一切的聖工。
The Lord bless our church, give the pastor, the 

deacons and the congregation the same mind in the 

Spirit in serving Him through ministries at True Light.  

4. 求主幫助我們向未信主的親戚朋友見證
耶穌，領他們歸主。The Lord help us to witness 

to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bring them to salvation. 

上週主日出席人數  (1/7) Attendance 

主日 Sunday  崇拜 
Worship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國語堂成人 CM adults 53 38 

英語堂成人/青少年 
EM adults/youth 

29 24 

兒童（嬰兒-年級） 
Children (Infant-5thGrade) 

8  

總數 Total 90  

     週三禱告會（1/10）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10 

上週主日奉獻（1/7）Offering Update 
奉獻 

Offering 
  經常費 
  General 

停車場經費 
Parking Lot 

 國語堂 Chinese Ministry  

$2802.25 
$351.00 

 英語堂 English Ministry 

 兒童 Children Ministry 

午餐 Lunch $81.00 

月累積 
Monthly Offering to Date 

$2883.25 $351.00 

月目標 Monthly Goal $10314.00 $1000.00 

 距離月目標 Difference  -$7430.75 -$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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