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年 月 日上午 時

Order Of Worship
2014 1 12
11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讚美(聖詩)
祈禱
主禱文
平安禮
啟應
讀經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新長執就任
奉獻
本週金句

會眾
Prelude…………………………………………..………. 司琴
Call to Worship…………………………………………..…司會
Hymn: 台 90.... .... ....……………..……………..... 眾立
Prayer ……………….……….…………….……....…....眾立
Lord’s Prayer ……………….……….…………….……...眾立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1 (詩篇 100) ........……......................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約翰 John 1:1-9. .... .... ....................... 司會
C h o i r : 台 2 8 首 … … … … … … … … … … … … … . . … . . 詩班
Sermon: 『道成肉體』落實信仰….……….....….. 林皙陽牧師
Hymn: 台 246........... ........... ..............…….......................... 眾立
Reinstall New Elder & Deacon.. .......................................林牧師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Bible Verse：腓 利 比 書 2:6-7 ………………...……....…會眾
伊本有上帝 ê 形狀，無掠 kap 上帝平等做所著執守 ê，反轉
拼空家己，取奴僕 ê 形狀，成做人 ê 樣相
Singspiration ……………………………………………...

Though he was in the form of God, he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as something to be exploited, but emptied
himself,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 being born in human
likeness.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頌榮
Hymn 台 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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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體』落實信仰
約翰用希臘人所能明白的方式來介紹基督。他在希臘思想找到道的觀念，
宣教師到中國時，發現道在中國哲學是個重要的概念，表示「終極真理」。
我們要活在與神的愛的關係裡，我們經營這愛神、愛人的關係，就是在做
見證，「眾人就認出來我們是主的門徒」。

主日服事 本主日1/12 下主日1/19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31 人
主日奉獻 $；1,757.
司會
柯陽明
蕭桂榮 Lunch
- $150.
司琴
黃婷玉
白建一 每週聚會活動：
招待/整理 謝克明/蔡淑芳 張子寬/李哖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10:20-40am 祈禱會
愛餐
許翠蝶
蘇秋莉 禮拜日
10:40-50; 12-12:30聖歌練
敬拜讚美 許登龍
張富雄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
獻詩
台 2 8首
台 471首 動

報告及介紹：
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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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師。
3. 下主日 (1/19) 活動：1:30 pm 講道回應。2pm：音樂欣賞:Bach/林牧師。
3:30pm 電影欣賞：海角七號。請邀請同鄉來參加。
4. 今天黃瑞鳳長老和王玲瑜執事就職，願上帝的靈和她們同在，讓她們
滿有聖神的恩賜。
5. 1月13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有查經。
6. 今年全年午餐費，扣除一家一菜，預付款每人約$160(每餐$3.5)，請
視出席次數自行增減。由每家開支票給教會，註明「午餐」。
1.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為新一屆的長執代禱，求天父賜與他們智慧和愛心，領導教會同心起
造基督的身體。
2. 為牧師、長執、同工及新年度事工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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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連牧師娘、許
右龍兄、洪傳雄兄、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4. 請為 Jack chen (陳彥儒)上尉，在 Kuwait 的軍旅生活代禱，求上帝賜
福他有平安、喜樂，及健康。
5.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2014年教會主題：同心起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4:1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