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年 月 日上午 時

Order Of Worship
2013 9 8
11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讚美(聖詩)
祈禱
使徒信經

會眾
P r e l u d e … … … … … … … … … … … . . … … … . 司琴
Call to Worship ………………………………..…司會
Hymn:台 66 ……………………..……………......眾立
Prayer ………….……….…………….……....…....眾立
Apostles' Creed. …….……….…………….……...眾立

平安禮
啟應
讀經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奉獻
本週金句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8 (詩篇 139) .........................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書 14:25-33…….… 司會
Choir: 台 115 首 .......………………………..….. 詩班
Sermon: 歡喜作，甘願受.............................林皙陽牧師
Hymn: 台 309 ………............................................…司會
Offertory 台 306B (4th)..…….........…...….… 會眾
Bible Verse ：馬太福音 16:24.….…………… 會眾

Singspiration

……………………………………...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穌基督，上帝
的獨生子，咱的主。祂由聖神投胎，由在室女馬利亞出世；在
本丟彼拉多任內受苦，釘十字架，死，埋葬，落陰府；第三日
由死人中復活，升天，今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傍；祂要自彼
再來審判活人及死人。我信聖神。我信聖，公同的教會，聖徒
的相通，罪的赦免；肉體的復活；永遠的活命。阿們。

Ritual of Fellowship………….…….........................

耶穌給伊的學生講：「人若愛隨我，著看無家己，夯(giâ)伊的十
字架來隨我。
Then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and follow me.”

報告及介紹
頌榮
祝禱
殿樂

司會
Hymn 台 510…......….……...……...….…...….. 眾立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Postlude ............... ...............…………...……….司琴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

2013

年教會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以弗所3)

主日服事 本主日9/8
下主日9/15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35 小孩 :1
證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主日奉獻：
司會
陳介精
蕭桂榮 Lunch:$200 $1,390
司琴
黃婷玉
許鴻玉 每週聚會活動：
招待/整理 張富雄/楊宜宜 蕭桂榮/李桔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10:20-40am 祈禱會
愛餐
蔡淑芳
陳美美 禮拜日
12-12:30聖歌練
敬拜讚美
謝克明
張富雄 10:40-50;
2:00pm 查經、社區義診 乒
獻詩
台115首
台201首 乓球及其他活動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從路加福音的編排，我們看見有極多的人跟從耶穌，要與祂同行，於是
耶穌說了兩個比喻。第一個是蓋樓的比喻。祂要跟隨者在採取行動之
前，先計算代價，三思而後行。第二個是打仗派兵的比喻。祂說，跟隨
祂的道路有如戰場，常會出現一萬兵對二萬兵的危險局面。因此耶穌向
跟隨者提出挑戰，要與祂同行，可以。但是不能只是跟從，而是要成為
門徒，一個甘願背負十字架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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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pm 講道回應。2pm 查經。
3. 下主日(9/15)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2pm 查經。
4. 9月9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有查經。
5. 今年社區音樂會將於9月21日(六)舉行，請大家預留時間，並邀請朋友
同鄉來欣賞。
6. 楊貞惠的女兒 Frances 和 Lily 來函感謝教會對其家族的關心與代禱。
並奉獻$1,000。
7. 今年第三季 Food Drive 於9月30日截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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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Ling、許右龍兄、洪傳
雄兄、許鴻玉姊的母親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代禱事項：
1. 為長執、同工、牧師，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2. 請為教會的社區事工、主日學、留學生事工代禱。
每日讀經：

月8日
9 月9 日
9 月10 日
9月11日
林前 16 代下 25 林後 1:1-2:4 代下 26-27 林後 2:5-3:6 代下 28 林後 3:7-4:18 代下 29
9 月13日
9 月14日
9 月12日
林後 5:1-6:2 代下 30
林後 6:3-7:1 代下 31-32 林後 7:2-16 代下 33-3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