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年 月 日上午 時

Order Of Worship
2013 11 17
11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讚美(聖詩)
祈禱
使徒信經
平安禮
啟應
讀經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奉獻
本週金句

會眾
Prelude……………………………………………..…….司琴
Call to Worship………………………………………….…司會
Hymn:台 56首…………………………..…………….....眾立
Prayer ………………….……….…………….…….......眾立
Apostles' Creed. …………….……….…………….…..眾立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0 (詩篇 96) ...... ……….................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5,13-17 ……司會
Choir: 台435首…………………………………………..…詩班
Sermon: 珍惜事奉的機會…….....……….....….. 林皙陽牧師
Hymn: 台 352首..... …………………………................. 眾立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Bible Verse：羅馬書 5:2 ……………………….……. 會眾
Singspiration …………………………………………...

也倚靠伊，對信來入佇現今所帶的恩典，閣向望上帝的榮光
來歡歡喜喜。through whom we have gained access by faith into
this grace in which we now stand. And we boast in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頌榮
Hymn 台 511首…………….……...……...….…...…..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殿樂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保羅書信中，羅馬書強調信；以弗所書強調愛；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強調
『望主再來』。保羅寫帖撒羅尼迦後書主要是要矯正當時偏差的末世觀，
他說主再來的日子像賊來到，是針對沒有準備好的人說的，這樣的人會大
感意外，真正的基督徒要保持儆醒，留意主再來的前兆，堅守信心，預備
自己。他說我們要存感恩的心，藉著耶穌我們不但被上帝揀選了，白白領
受祂的救恩；也同時領受了上帝的愛、以及擁有永恆的毅力和美好的盼望
的恩典，讓我們有堅定的信心和勇氣來宣傳和實行一切美善的事。
2013年教會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以弗所3)

主日服事 本主日11/17 下主日11/24 上週出席奉獻
證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31 小孩： 1
$902
司會
凌旭勢
楊士宏 主日奉獻
每週聚會活動：
司琴
白建一
黃瑞鳳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招待/整理 張富雄/楊宜宜 蕭桂榮/李桔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愛餐
李 哖
一家一菜 10:40-50; 12-12:30聖歌練
查經、社區義診 乒
敬拜讚美 張富雄
許登龍 2:00pm
乓球及其他活動
獻詩
台 435 首
台8首
報告及介紹：
1.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午餐、交誼及參加活動。
2. 今日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2pm 查經：2pm 信仰講座：由陳彰醫
師主講：科學與信仰。
3. 今日禮拜後隨即舉行今年秋季和會 (選新長執) 。
4. 11月18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有查經。
5. 下主日 (11/24) 咱教會歡渡感恩節，(一家一菜) 。2:00pm 開始咱有
感恩節同樂活勳，由蕭桂榮兄與柯陽明兄主持。請邀親朋來共慶佳
節。
6. 特別奉獻：為最近菲律賓風災損失很慘重，咱教會發起特別奉獻，
到十一月底截止。有意捐獻的兄姊請開支票給教會並註明為風災。
7. 11/26(拜二) 下午 7:30在 Community Church of East Williston 舉行社
區感恩節禮拜，位於45 East Williston Ave East Williston, NY
11596 ，請兄姊儘量參加。
代禱事項：
1. 為海燕颱風對菲律賓所帶來的嚴重災害代禱
2. 為求聖靈感動兄姊願意投身長執事奉，帶領教會事工發展。
3. 為長執、同工、牧師，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4. 請大家在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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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Ling、義堅兄、李美連
（林信堅牧師娘）、許右龍兄、洪傳雄兄、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每日讀經：
11 月17 日
11 月18 日
11 月19 日
11 月20 日
雅 2 結 31-32 雅 3 結 33-34 雅 4 結 35-36 雅 5 結 37-38
11 月21 日
11 月22 日
11 月23 日
彼前 1 結 39-40
彼前 2 結 41-42
彼前 3 結 4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