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筆記 

題目：【效法基督作主門徒】(二） 

經文：馬太福音28:18-20 

大綱： 

1. 放下攔阻跟從主  

2. 背起十架學基督   

3. 常在主裡面多結果  

4. 愛人如己愛耶穌  

5. 聖潔器皿為主用  

6. 五重關口成門徒 

本週背誦經文:  (馬太福音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
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們歡迎您 
歡迎來到豐收靈糧堂和我們一同敬拜神。請您留下
姓名、電話、地址、以便我們與您聯絡。會後請留
步與我們共進午餐。B4 教室設新朋友餐桌，並贈送
禮物。請小組同工協助，需要代禱者請與牧者聯絡。 

 週一小組 張曉華 646-288-5730 週一8pm 

活石小組 曹孜敏 718-795-8988 週六8pm 

大頸小組（一） 謝貴伯 516-582-3691 週五8pm 

大頸小組（二） 孫有煒 917-768-7267 週五8pm 

法拉盛小組 孫  健 917-216-8917 週五8pm 

貝賽小組 余新建 917-915-3386 週五8pm 

新鮮草原小組 古鴻謀 917-749-5678 週五8pm 

飛揚小組 (法拉盛) 馮  雯 646-287-2436 週六7pm 

飛揚小組（貝賽） 李學振 646-645-7292 週五7:30pm 

豐盛小組  楊約瑟 917-770-7752 週六8pm 

愛樂小組 謝勝賢 347-528-4768 週二10am 

嗎哪小組 王  勤 917-373-3670 週五7pm 

恩雨小組 宋含香 718-808-5003 週二 6:30pm 

恩典小組 

福杯滿溢小組 

徐  靜 347-542-2497 

佘潔聲 917-400-5919 

週一7:30pm 

週二 6 pm 

姐妹小組  樊  娉 347-399-5101 雙週三10am 

弟兄小組 談天行 718-902-7828 第2週六 8:30am 

迦勒小組（長輩） 林傳道 347-791-0105 單週三10am 

親子小組 季賽峰 917-689-6943 第2主日5pm 

M G小組 (法拉盛） 王阿錯 718-687-9133 週五10am 

英文細胞小組 

Queens (Adults) Richard 718-688-2719 週五8pm 

Long Island (Adults) Jack    646-207-0028 週五8pm 

Harvest Disciples  

 

Daniel  518-961-5915 週五8pm 

Everlasting Life  

7-12 Grades 

 

Thomas 718-640-0135 

Melissa 516-430-8707 
週五8pm 

Light of the World  

4-6 Grades 

David  917-755-7184 

Allen   917-689-6943 
週五8pm 

Power Club (k-3 grades) Vicky  347-605-1111 週五8pm 

Agape ( Out  of  town) Katie   516-737-4379  

   

   

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  
 

紐 約 豐 收 靈 糧 堂 
HARVEST CHURCH OF NEW YORK 

 

週刊 911 期                 1/19/2020 

 

敬拜贊美 聖靈更新 小組教會 全地轉化 全家復興    

建 造 榮 耀 的 教 會  

 

 

 

                                                                                    主日聚會  

中文第一堂 中文第二堂 英文堂 
9:00-10am 10:30-11:45am 10:30-11:45am 

  

教牧及同工： 

主任牧師：  蕭慕道 646-934-6999 
助理牧師：  潘道純 718-353-9695 
助理牧師：  鄭立新 646-577-3085 
助理牧師： 

助理牧師： 

   曾斌武 
 曾二郎 

718-688-2719 

929-300-8971 
傳    道：  楊重芬 718-224-3667 
傳    道：  葉昆建 347-515-6177 
傳    道：  林台英 347-791-0105 
理事會主席：  余新建  917-915-3386 

辦公室主任：  劉怡萱  718-715-1730 

教會管理員：  林   進  917-293-3851 

通勤小巴：  蔣俊然 347-654-6838 

地址：正門 54-47 Little Neck Parkway,  
            Little Neck, NY 11362 

        側門 1 Cornell Pl, Great Neck, NY 11020 

電話：718-715-1730  516-587-5507                     

                       718-358-1770         

           教會網站: www.hcny.org   

  Email：    contact@hcny.us  Info@hcny.org 

tel:(917)%20915-3386
http://www.hcny.org/
mailto:contact@hcny.us


 

           主日崇拜程序   

1.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2. 以同心禱告來敬拜  

3. 信息【效法基督作主門徒】 

4. 歡迎 /報告 

5. 分享 

6. 奉獻 

7. 祝福   
 

 

主日9am   B3 教室 楊傳道 

  裝備訓練一覽表 
內容 時間 / 地點    帶領者 

晨禱 週六7:30am 
主日10:10 

蕭牧師 
林傳道 

受洗班 主日9am   馬可樓 蕭師母/林 倩 

豐盛的生命 主日9am   (待安排)   

豐盛的恩光 主日9am   B4 教室 吳丹丹/孫有煒 

馬太福音 主日9am   頌恩樓 王 琣/李葆華 

兩約中間史 主日9am   B3 教室 楊傳道 

 

 

    

 

                上週聚會人數（含週一小組） 

成人 567 青少年兒童 50  總計 617 

上週奉獻統計  

什一奉獻 建 堂 宣 教  其 它 

12,809 30 100 2,329 

合計：$15,268 

                                                                                            從         Flushing來教會建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乘 Q17公車在Utopia Pkwy或188 St.轉乘Q30公車. 
★乘 Q27在Springfield Blvd轉乘 Q30公車。 
★乘 Q12 路公車者請在倒數第二站（Little Neck Pkwy 

  & Northern Blvd) Chase Bank轉角處下車，步行10 
  分鐘即達。 

 

 

 

主日事奉同工 

 主日 1/19 下主日 1/26 
講 員 蕭牧師 蕭牧師 

领 詩 張曉華 王  捷 
司 琴 唐忠蕙  孫東玲 劉筱莉  孫東玲 

影 音 
燈 光 

孫有煒  李學振 
田穎俊  季賽峰 
曹孜敏  羅燕琳 

孫有煒  李學振 
田穎俊  季賽峰 
曹孜敏  羅燕琳 

早 堂 
司 獻 

楊學玲         岑麗清 張克軍         錢            洪 

午 堂 
 
司 獻 

朱麗雲  鄒寧馨 
吳丹丹  陳愛蓮 
劉怡萱  張家俊 
董玉珍  徐  楊 

楊約瑟  潘心風 
高  杰  馬冠宏 
史以義  俞沂三 
顏  岩  王建超 

迎 新 微笑天使團隊 微笑天使團隊 

分 餐 大頸小組（二） 貝賽小組 

小 巴 蔣俊然 蔣俊然 

交 通 
保 安 

李海明  覃  強 
周  濤  楊榮發 
張春甫  周衛東 

李海明  覃  強 
周  濤  楊榮發 
張春甫  周衛東 

                     

       主日交通車:   蔣俊然：347-654-6838 

           曹大為：917-400-0779 

     開車時間              上車地點 
 

第 
一 
班 
車 

  第1站 8:00am 45-25 Kissena Blvd. 

  第2站 8:10am Kissena Blvd & Barclay Ave 

  第3站 8:20am Sanford Ave. & 147 St. 

第 
二 
班 
車 

  第1站 9:00am 45-25 & Kissena Blvd 

  第2站 9:10am Kissena Blvd & Barclay Ave. 

 

          家事報告/代禱 
1.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效法基督 做主門徒”。 

以耶穌基督為榜樣，改變生命、做主的門徒。 
2. 恭喜新年蒙福,主恩滿溢！本週小組聚會暫

停。小組亦可自行舉辦慶祝新年聚會。 
3. 本週五（1/24）為農曆除夕,教會為單身、單

親及新移民朋友備有除夕愛筵,包餃子,炒年糕,
歡歡喜喜過新年。下午4pm 開始預備,晚
6:30pm 餐會開始。歡迎邀友共度佳節。   

4. 教會新設禱告卡，放置在座椅後背的小袋中。
請將需要代禱的事項寫在卡上，投入大堂入口
處的“代禱卡片箱”內。教會將安排禱告團隊
及小組為這些事項代禱。 

5. 教會近來人數增長，但關懷工作未能跟上，致
使一些新人落單，“淹沒”在人群之中，被人
遺忘，甚至流失，殊為可惜。希望大家一起努
力，互相關懷。鼓勵主日彼此問安，餐敘時不
要只跟自己熟識的人交談。使教會的關懷工作
有所改善，讓我們的教會充滿神的愛。 

6. 受洗班上主日已開課，歡迎決志信主或願意認
識真理的朋友參加。聯絡人：蕭師母、林倩。 

7. 教會將於2/8（農曆正月十五，週六）晚7 時
舉辦面向社區，有福音元素的新春同樂會，節
目豐富，有詩歌、短劇、舞蹈、小品及有獎猜
謎及抽獎。歡迎邀請朋友參加。同時鼓勵大家
奉獻獎品（需全新），聯絡人：徐愛琴姐妹。 

8. 教會連續兩年排演聖經劇，頗獲好評。透過網
路傳播，影響深遠。鼓勵劇本創作有興趣者踴
躍投稿，一同加入文化宣教的行列。 

9. 最近獲悉教會對面有一獨棟建築出售，兩層樓
及已完成的地下室，可用空間4,500 平方呎。
目前售價115.9 萬。若買下此建築，可增加7
間教室及小組聚會場地，緩解場地不足的問
題。教牧團和理事會經過禱告、討論及商議，
同意購買。小組的弟兄姐妹也都樂觀其成。教
會將成立購置專案小組，規劃貸款及籌款事
宜，請為此事代禱。 

10. 恭喜！鄭牧師二女兒Melissa 和張溢淵弟兄
的公子Thomas 於昨日（1/18）結為夫妻。 

11. 2/17-2/18 青少年(七年級以上)冬令會將於
America Keswick 舉行。 

12. 繼續為聶青林、裴燕俠、陳志法、黃佩珊、
楊伯母和李占山代禱，求神保守眷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