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聚會表: 

聚會 日期 時間 聯絡人 

以斯帖團契 第二、四個週日 1:15pm – 3:00pm 商麗娟(972-571-0557) 

姐妹團契 週四 10:30am – 1:00pm   江航(817-296-4595) 

家庭小組 週五 7:45pm – 9:45pm 王牧師(469-583-0910) 

職青團契 週五(有晚餐供應) 6:30pm – 9:45pm 高傳道(972-523-1618) 

長輩團契 隔週週六 10:00am – 1:00pm 柳耀中(214-789-2589) 

 
聚會 成人 新來賓 青少年 兒童 

主日崇拜/英文/Keller (online) - - - - 

主日學/英文/Keller - - - - 

禱告會/英文/Keller (online) - - - - 

週四姐妹團契 - - - - 

週五小組/英文/Keller (online) - - - - 

長輩團契 - - - - 

 
 本週服事(6/7/20) 下週服事(6/14/20) 

講員 顏厥誠牧師 王鐵軍傳道 

敬拜 查少翔 吳雅賢 

司琴 蔡瑋真 陳雅冰 

翻譯 - - 

影音 林宗興、趙杰、潘湘岳 蔡穎、林宗喜、潘湘岳 

歡迎 - - 

招待 - - 

主日代禱同工 - - 

值日同工 - - 

主日饍食組 - - 

午餐輪值 - - 

週五兒童節目 - - 

 
                         請撕下投入奉獻箱  

      以下是我對教會的建議/請教會代禱的事項/讀經問題提問/講道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牧師:王一民 

                     牧師: 顏厥誠 

 青少年事工牧師: 黃凱理 

                    Keller/N.FW 事工傳道: 王鐵軍 

 傳道: 高金棟 

                              行政助理:  傅于真 

 

             教會電話: 972-906-7393     

2488 Meadowglen Dr. Suite 210, Lewisville, TX 75067 

www.nlgc.org 
 

 

New Life Gospel Church 

新生命福音堂  

http://www.nlgc.org/


主日崇拜程序  

二○二○年六月七日  
 

敬拜讚美 

序    樂                       默禱司  琴 
宣    召  領敬拜 
頌    讚                    滿有能力眾  立 

  主祢真偉大 
  呼求你憐憫 

 
聖     餐 
                            為餅祝謝                      高傳

道 
                               為杯祝謝                      

王亦平   
敬聽主言 

讀    經                約翰福音 18 : 28 – 40  領敬拜 

信    息                    真理是什麼    講  員 

 
詩歌回應               寶貴十架 眾  立 

 奉獻/禱告                         領敬拜               
                                                                 
 家事分享 
 歡迎/報告  領敬拜 
 牧禱/祝福  會  牧 
 頌    榮                   三一頌       眾  立 

 
  (請勿在大堂飲食, 聚會中請將手機關掉) 

家訊: 

1. 受到新冠狀疫情擴散影響, 教會聚會有所調整, 請留意小組發出的通知。以下
是這周的安排: 
星期三 - 8:00 pm 線上禱告會, Zoom ID 972-906-7393。 
星期四 - 10:30 – 11:30 am 姐妹團契線上聚會, Zoom ID 945-525-9862。 
星期五 - 7:45 pm 小組線上聚會, 請留意小牧人的通知。 
星期六 - 飛行員事工暫停, 長輩團契隔周線上聚會, Zoom ID 716-707-7124。 
星期日 - 10:00 線上崇拜, 11:40 線上主日學。 

2. 教會的網站已完成改建; 最新訊息,聚會連接都會在網站上更新, 請大家多使
用 https://nlgc.org。 

3. 請上網填寫”線上聚會調查表”, 幫助教會對聚會需要做調整。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PZRZCGY 

4. 新生命中文學校暑期拼音班和秋季班已開始報名, 暑期班 6/4, 秋季班 8/16 開
始上課; 請將報名表電郵給校長石立莉姐妹 chineseschool.nlgc@gmail.com。 

5. 因疫情影響, 以下暑期活動取消: 
7/13 – 7/20 舉辦的青少年 World Changer 房屋修膳營。 
7/19 – 7/26 在臺灣舉辦的國小學生暑期英文營。 

6. 達拉斯中國教會聯合舉辦的青少年暑期夏令營(DCCYC)改在 6/17-6/20 在網上
舉行, 主題: 2020 視野, 以神的角度看事情; 報名費一人$30, 第二人$15, 今天
是報名最後一天, 請在 www.dccyc.org 報名。細節請詢問 Kerry 牧師。 

7. 奉獻可郵寄或用網路軟體 Zelle 或 Quickpay 轉帳給教會。 
  地址: 2488 Meadowglen Dr, Suite 210, Lewisville, TX 75067 
  帳戶電郵: nlgcfinance@gmail.com, 請注明奉獻用途 

8. 2020 夏季第一期主日學課程 (5/17 -6/28) 採用 Zoom 網上教學: 
啟示錄 - 老師: 呂長老, 顏牧師, 白偉德, 和紹清 ID: 972-906-7393 
讓全世界都知道:聖地之旅- 老師: 黃長老、高傳道、葉小亮 ID:476-369-6292 
專題講座 - 青少年溝通 老師: 王麗梅 ID:248-789-6211 
英文主日學 - 老師: Sam Baylis ID: 299-456-0579 

 

事工代禱: 

1. 為會衆及同工們回應教會今年”全力衝教會增長”的目標禱告。 
2. 為目前社會動亂不安, 求神賜掌權者智慧, 帶領社會回歸和諧。  
3. 為現今中國政府加緊對家庭教會的控制,帶給教會和信徒在聚會和培訓上,很

多的不安舆壓力,求神格外的保守和看顧。 
4. 教牧尋聘: 中文部, 英文部和兒童部牧師尋聘, 求神賜合衪心意的僕人。 
5. 為 Keller 分堂的發展並王鐵軍傳道夫婦禱告, 求有 5-7 對夫妻到他們當中協助

事工的推動。  
6. 探訪: 教會開始全教會的探訪,為參與探訪的同工和探訪事工禱告。 
7.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老師的屬靈準備,學生的渴望學習和應用神話語的心。 
8. 傳道部/差傳部: 為受訓飛行員福音事工的參與同工身、心、靈的健康;求神預

備有傳福音負擔的家庭來服事日益增多的飛行員。   
9. 小組團契事工: 各個小組的成長,傳福音及接觸邀請新朋友的事工。 
10. 宣教士: 伊朗難民營的高麗玲姐妺; 中國西南部傣族的 Ray/Rachel 夫婦; 少數

民族中事奉的江冠明牧師; 西雅圖植堂的孫昱; 在本地發展不同文化和族群
聚會的 Stephen Prabhakar; 台灣宣教的 Swanson; 香港和中國宣教的
Nick/Laura。請常為我們在遠方的宣教士禱告。 

 

肢體代禱: 

1. 為新冠狀病毒疫情得到控制, 患者得到醫治, 醫謢人員的安危, 工作受到影響
的家庭, 及人心的平安禱告。 

2. 高嵐姐妹的靱帶手術, 康復及高齡父親病重; 李峰的父親在中國患直腸癌; 劉
立杰姐妹(王鐵軍傳道的妻子)在國內照顧母親; 高嵐姐妹高齡的父親身體健
康; 湯衍萃姐妹的身體健康; 在 San Diego 的冼姐妹的身體; Janet 姐妹母親肺
癌的治療。 

 
財務 上週奉獻 五月累計 支出預算 

經常費 $6,657.97 $48,246.34 $59,800.00/月 

差傳基金 $145.00 $6,680.00 $8,360.00/月 

愛心基金     $0.00          $730.00 $600.00/月 

擴建基金 $260.00 $427,819.87/總累計 $542,200.00/預算 
 

https://nlgc.org/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PZRZCGY
http://www.dccyc.org/
mailto:帳戶的電郵:%20nlgcfinanc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