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在主的軛下 
提摩太前书 5:1-5, 9-10, 16, 17-22, 6:1-2 

经文:  
第五章  1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2 劝老

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3 要尊敬那真为寡

妇的。4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

报答亲恩；因为这在 神面前是可悦纳的。5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 

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9 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10

 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善事。... 

16 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17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

人的，更当如此。18 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19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

收。20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21 我在  神  

和基督 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

也不可有偏心。22 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

保守自己清洁。... 

 

第六章 1 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 神的名

和道理，被人亵渎。2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

要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

勉人。 
 
大纲: 
前言：主耶穌說祂的心柔和謙卑，我們當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在主的教

會中，正需要這樣的同工，服事各類的肢體。 
 
一、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5：3-16）二、要加倍敬奉教會的長老（5：17-22） 
         1.那獨居無靠的（6）                        1.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17) 
         2.那記在冊子上的（9-10）              2.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17） 
         3.那當救濟的（16）                  3.那遭控告的（19）      
三、要恭敬自己的主人（6：1-2） 
        1.那配受十分的恭敬的（1） 
        2.那有信道的主人的（2） 
        3.那信道蒙愛的（2）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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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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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乐 (10:00am) 司一琴 
宣召  施建川 
三一颂  会一众 
赞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祷告  施建川 
唱诗 乐哉家庭 会一众 
                                              主爱救我 
奉献 献上活祭 会一众 
祷告  施建川 
读经 提摩太前书 5:1-5, 9-10, 16, 17-22, 6:1-2  会一众 
证道 服在主的軛下 张牧师 
回应 主啊, 容我与你同行! 会一众 
三一颂  会一众  
祝福  张牧师 
报告及欢迎  李长老 
殿乐  司一琴 

 
 
 
 

(聚会时间请把手机关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主日事奉人员 下主日事奉人员 
讲员: 张子义牧师 讲员: 蔡景辉牧师 
领会: 施建川 领会: 黄卫生 
司琴: 刘兆民 司琴: 胡厚暐 
招待: 恩慈团契-II 招待: 良善团契  

 
 
代祷 
• 本教会：为神预备合神心意的牧师祷告, 牧羊教会和带领群羊属灵成长. 
• 宣一教：为远方的宣教士和宣教工场祷告, 并提供经济需要和属灵的帮助. 

经常聚会  
• 崇拜: 每主日- 成人在大堂(10am); 青少年(6 年级或以上)在 1 教室(10am); K 至五年级

儿童崇拜在 9 教室(11:30am).                                    

• 主日学: 每主日成人和青少年主日学(11:30am); 儿童主日学(10am); 

成人 

6教室: 基督信仰 (朱艳文,刘相海,王倚宁) 教室: 圣经之预言及末世(李明哲,林志成) 
5 教室: 在基督里成长(II) (张凤海) 教室: 士师记 (施建川) 

9青少年 6-8 年级在 2 教室 年级或以上在 1 教室  
儿童 0-2 岁在 4 教室 3-5 岁在 3 教室 K-2 年级在 5 教室 3-5 年级在 6 教室 

• 祷告会: 每周二 - 教会祷告会(8:00pm); 姐妹及长辈读经祷告(9:45am). 

• 团契查经: 每周五 7:45pm. 
团契 负责人 电话 

喜乐团契 崔振乾 978-263-6592 
和平仁爱 陈   岩 978-264-0131 
恩慈团契 I 伍叔云 978-263-9338  
恩慈团契 II 潘海峰 978-266-0182 
信实团契 冯军 857-334-6359 
良善团契 张广海 978-264-2961 
青年团契 黎巧莊 781-860-9602 

儿童 (AWANA) 许虹/谷洪 978-558-3584 
 

报告 
1. 上主日崇拜: 成人 93; 青少年 30; 儿童 32. 

2. 上周奉献: 经常费$3617.55(月累计$3617.55); 建堂基金$300(月累计$300); 差
传 $80(月累计$80); (支票请抬头写: BMWBC). 

3. 本月主日讲员: 9/2李明哲长老, 9/9张子义牧师, 9/16蔡景辉牧师, 9/23施建川

弟兄, 9/30 张儒民弟兄. 请代祷求圣灵浇灌并膏讲员的口. 
4. 每周一歌, 本周”付出的爱”.  教会的网页上可以下载诗歌和歌谱. 
5. 请为教会聘牧祷告, 求神预备合神心意的牧师. 若有合适的人选, 请向聘牧委员

会同工推荐 (李长老, 王建国, 徐巍然, 孙宝慈, 纪君美). 
6. 2012 秋季儿童主日学和周五 AWANA 本周开学. 尚未报名的家庭, 请家长填好

报名表, 交给李薇或许虹. 
7. 为配合秋季主日学开学, 小书房于 9 月 9 日安排一次特别销售活动. 所有书籍均

按 50%出售, 希望大家踊跃购买. 
8. 2012 年秋季成人主日学將於 9 月 9 日开始上課. 这学期共开四门课: 1-基督信

仰; 2-在基督里成长(II); 3-士师记; 4-圣经预言及末世. 敬请报名选课, 以便安排

教室. 
9. 9/28-30(周五六) “与主有约”秋季布道会, 讲员: 张儒民弟兄. 第一讲(周五

7:45pm)-“永生的诘问”; 第二讲(周六 4:00pm)-“真爱的寻觅”; 第三讲(周六

7:30pm)-“心灵的回归”; 第四讲(主日 10:00am)-“极目永恒,活在当下”. 
10. 感谢主, 新堂已大致完成. 目前尚有室外设备,诸如儿童游乐场、足球场球门、露

天野餐桌椅(park benches)、老房子屋顶翻新、及周围景观美化等之费用. 求
神继续作感动工作(支票上请注明”建堂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