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3月2日上午11時

主日服事

本主日3/2

下主日3/9

證道

林皙陽牧師

曾昌發牧師

司會

楊士宏

謝克明

司琴
招待/整理

Jamie Kao

黃婷玉
林龍生/蕭麗雪
羅桂珠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79人， 小孩 1
主日奉獻 $；$2,176
Lunch - $57
Development Fund: $200.
In memory of Yuli Chang:
$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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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 會眾

序樂

Prelude…………………………………………..……….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司會

讚美(聖詩)

Hymn:台 251.... .... ....………… …..……..…………….....眾立

祈禱

Prayer

主禱文

Lord’s Prayer ……………….……….…………….……...眾立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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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及介紹：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3 (詩篇 8)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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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腓立比書3: 7-14. ...... …..…................. 司會

獻詩

Choi r : 台452首…… ……… … …… ……… ……..…..詩班

2. 今日活動：1:30 pm 講道回應。2pm：專題/陳彰:宇宙與地球的演進，
3:30pm: 召開三月份長執會。

講道

Sermon: 從(tùi)頂面來的活命….……….....….. 林皙陽牧師

3. 下主日(3月9日) 1:30 pm 講道回應。2pm：查經/曾昌發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254........... ........... ..............…….......................... 眾立

奉獻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腓立比書3: 14………..…………...……....…會眾

4. 3月5日(三)是聖灰節（Ash Wednesday），由此展開為期四十天的大
齋期（又稱為預苦期），期間六個主日(五個大齋主日及棕枝主日)，
沒有計算為齋日，因為每主日都是七日的第一日，是小復活日，乃
紀念基督的復活，故不計算為齋日。聖灰節（Ash Wednesday）是大
齋首日，全球各地不同宗派的教會都會透過禮拜或彌撒、禱告、禁
食和悔改等來預備，以迎接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

……………….……….…………….……....…....眾立

望(ǹg)目標直直走，到得著賞為止，就是上主通過基督
耶穌召我去領受那個從(tùi)頂面來的活命。

I run toward the goal, so that I can win the prize of
being called to heaven. This is the prize that God offers
because of what Christ Jesus has done.

陳明宗/陳秀名

愛餐
敬拜讚美

王玲瑜
楊士宏

獻 詩

台 452 首

陳哲卿
台 262首

代禱事項：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頌榮

Hymn 台 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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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天的新生命
保羅出生望族，追隨名師，以他對宗教的熱誠和背景，留在猶太教是人
人敬重，尊貴的教法師。然而這位熱誠，才華洋溢的年輕人，在大馬色
和耶穌相遇之後，他的人生觀、價值觀及宗教理念完全改變。從前傲人
的學經歷對他的前途原是有益的，現在為了基督的緣故，他把這些當作
垃圾，看作虧損。甘願放棄一切，為傳福音奔波，甚至要藉著肉身上所
受的苦來分擔基督為教會所受的患難。為什麼保羅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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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2 日
3 月3 日
3 月5 日
3 月4 日
可 9:33-50 詩 58 利 3 可 10:1-31 詩 59 利 4 可 10:32-52 詩 60 利 可 11:1-19 詩 61 利
5-6
7-8
3 月6 日
3 月7 日
3 月8 日
可 11:20-33 詩 62 利 9-10 可 12:1-27 詩 63 利 11-12
可 12:28-44 詩 64 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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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