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公義和平紀念主日禮拜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2月23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點燭
讚美(聖詩)
祈禱
主禱文
平安禮
啟應
讀經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獻詩

奉獻
本週金句

報告及介紹
頌榮
祝禱
殿樂

Singspiration …………………………………………... 會眾
Prelude……………………..……………………..……….司琴
Call to Worship……………………………………………..…司會
Candle lighting……………………………………… 林皙陽牧師
Hymn: 台157首 ..……………....……………..…………….....眾立
Prayer …………….……………….…………….……....…....眾立
Lord’s Prayer ………………….……….…………….……...眾立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4 (詩篇 119) .......………......................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哥林多前書 3:10-11, 16-23…………....司會
Choir: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窻…………...….......... ……….......詩班
Sermon: 前進的動力…………….....……………… 林皙陽牧師
Hymn: 台 430 首. …........................……………..................... 眾立
Music: .........…..….........… ……….………….台灣同鄉會合唱團
You Raise Me Up
母親的名叫台灣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Bible Verse：以賽亞書 42:3……………………………….… 會眾
受傷的蘆葦，伊無遏(at)折；欲熄(hoa)的燈火，伊無拍熄
(hoa)。伊照真實將公理傳報。
A bruised reed He will not break And a dimly burning wick He
will not extinguish; He will faithfully bring forth justice.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Hymn: 台 499 首.......…….............………..……...….….…..眾立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前進的動力

黑夜並不可怕，因為黎明並不遙遠，可怕的是，失去了希望，放棄
了未來。上帝的愛一直都與苦難的台灣人同在，希望也一直都在，
祂從來不曾遠離。

主日服事

本主日2/23

下主日3/02

證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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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淵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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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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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整理 陳淵泉/曾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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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宗/陳秀名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30人
主日奉獻：$1,533
Development Fund $200
每週聚會活動：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 12-12:30聖歌練
2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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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28紀念音樂會/許鴻玉姊，
3:30pm: 電影欣賞/賽德克·巴萊 (2)
3. 下主日(3月02日) 活動：1:30 pm 講道回應，2pm 成人主日學/陳
彰，3:30pm: 召開三月份長執會。
4. 非常感謝台灣同鄉會合唱團來本教會獻詩。
5. 禮拜一(2/24) 11am 在 Vicky 家有查經。
6. 今年第一季 food drive 於3月31日截止！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同工及新年度事工禱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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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傳雄兄、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3. 請為 Rev. Hank Lay 祈禱，他因腳感染住院。
4.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
2 月23 日
2 月24 日
2 月25 日
2 月26 日
可 6:1-29 詩 51 可 6:30-56 詩 52 可 7:1-23 詩 53 可 7:24-37 詩 54 出
出 33:1-34:35 出 35
出 36
37:1-38:31
2 月27 日
2 月28 日
3 月1 日
可 8:1-21 詩 55 出 39
可 8:22-38 詩 56 出 40 可 9:1-32 詩 57 利 1-2

--------------------------------------------------2014年教會主題：同心起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4:16)

You Raise Me Up

228 Memorial Concert

二二八紀念音樂會
2014 年 2 月 23 日（日）下午 2:00

許鴻玉鋼琴獨奏
Prelude
Mozart: Rondo in D

Josh Groban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refrain]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X2)
There is no life -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refrain]

228 Memorial

母親的名叫台灣

Schubert: 2nd mov. B flat Sonata
Tyzen Hsiao: 白牡丹、遊子回鄉
Liszt: Un Sospiro ( A Sigh ) 嘆息
Consolation 慰問曲
Love Dream 愛之夢

Water Music
Ravel: Jeux d'eau
Ondine
Debussy: Reflects dans L'eau
L'isle oyeus

詞/曲：王文德

編曲：江孝文

母親是山 母親是海 母親是河 母親的名叫台灣
母親是良知 母親是正義 母親是你咱的春天
二千萬粒的蕃薯子 甭敢叫出母親的名
台灣甘是彼難聽 想到心寒起畏寒
母親是山 母親是海 母親是河 母親的名叫台灣
母親是良知 母親是正義 母親是你咱的春天
二千萬粒的蕃薯子 未凍叫出母親的名
親像啞吧壓死子 讓人心凝捶心肝
二千萬粒的蕃薯子 甭通店店不出聲
勇敢叫出母親的名 台灣啊 台灣啊 你是母親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