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年 月 日上午 時

Order Of Worship
2012 12 30
11

詩歌頌讚 S i n gs p i ration ………………………..………...會眾
Prelude……………………………..………...… 司琴
序樂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讚美(聖詩) Hymn: 台 73 (Eng. 556 ) ....……........ ......….眾立
Prayer …….……….…………….……....…....眾立
祈禱
主禱文 Lord’s Prayer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 7 (Psalm 24) …….…..會眾
啟應
兒童讀經 Youth Scripture Reading: Luck 2:41-52………… Jeff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 2:41-52…. .…. .….…..司會
讀經
Choir: 聖詩400…...….…..................…...….. 詩班
獻詩
Sermon ：耶穌的童年 ............................ 林牧師
講道
回應詩 Hymn: 台 391 . ................... ................................. 司會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奉獻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路加福音：2：52….……….…… 會眾
耶穌的智慧及年歲愈加添，上帝及人愈疼伊。
And Jesus grew in wisdom and stature,
and in favor with God and man.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司會
Hymn 台 508 (Eng. 625) …...……...….…...….. 眾立
頌榮
Benediction ………………..... .….…... .. 林牧師
祝禱
Postlude ............... ...............…………...……….司琴
殿樂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耶穌的童年
福音書記載有關耶穌的事蹟，多是祂成年之後出來傳道的故事。
幸而有馬太和路加福音記載了瑪麗亞懷孕、耶穌降生及其童年的
故事，一般稱為「耶穌童年福音」。馬太以耶穌的「族譜」開
始，上溯到亞伯拉罕，藉此傳遞重要的神學思想，使耶穌和以色
列民族史建立了一個特殊的關係。路加福音則從另一個角度來描
寫耶穌的降生，像牧羊人、西面、女先知亞拿等看見嬰孩耶穌歡
喜的情形，都是指向耶穌是為萬民預備的(路2:10、30-32)。

主日服事 本主日 12/30 下主日 1 / 0 6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 皙陽牧 師 林珊宇牧師 12/23禮拜:成人54,小孩2
許登龍 12/24禮拜:成人42,小孩4
司會
蕭桂榮
蘇秋莉 一般：$1,410 發展基金:$100
司琴
白建一
$720.Christmas:$600
招待/整理 張子寬/李哖 蕭桂榮/李桔 Sandy
每週聚會活動：
愛餐
楊智惠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曾惠美
敬拜讚美 謝克明
楊士宏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2-12:30聖歌練
聖詩187 10:40-50;
獻詩
聖詩400
2:00pm 查經、社區義診、乒
Shirley
Shirley 乓球及其他活動
Youth SS
報告及介紹：
報告及介紹：
1.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午餐，交誼及參加各項
活動。
2. 今日活動：1:30 pm 講道回應。2:00 pm。Pastoral Care in the
Hospital/Shirley 。6 pm 忘年會，請所有團契、親友一起來同樂
聚餐。
3. 下主日(1/06) 將舉行新任長執就任典禮。1:30 pm 講道回應。2:00
pm 查經/林牧師主理。
4. 請大家同時在每晚10:32讀詩篇103:2-3來為教會的發展以及
身、心、靈欠安的兄姊及親友祈禱。特別為冠傑兄、貞惠姊、
Jean Ling、許右龍先生、洪傳雄先生、許鴻玉姊的母親、以及
陳水扁總統代禱。
5. 這一季 food bank 共收到 123 磅，感謝兄姊的踴躍參與。下一季
3/31 截止。
6. 長執會決議支援 Sandy 颶風災害，支票抬頭請寫:LITC，支票及
現金奉獻信封都請註明 "Sandy 災害"，截止日期 1/13。
7. 台灣宣教基金會寄來聖誕賀卡向各位兄姊請安，張貼於佈告欄。
2.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明年度事工代禱。
2. 為美國的治安及「槍枝管制」法案代禱。
3. 為美國的「財政懸崖」fiscal cliff 能圓滿解決代禱。
4.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
每日讀經：
月30日
1月1日
12月31日
1月2日
啟 21 賽 65 瑪 1-2 啟 22 賽 66 瑪 3-4 彼後 2 賽 32 但 3-4 彼後 3 賽 33 但 5-6
1月4日
1月5日
1月3日
約一 1 賽 34 但 7-8
約一 2 賽 35 但 9-10
約一 3 賽 36 但 11-12
12

2012

年教會主題: 在基督裡生根建造 (歌羅西書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