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4月6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讚美(聖詩)
祈禱
主禱文
平安禮
啟應

Singspiration ………………………………………... 會眾
Prelude………………………………………………….司琴
Call to Worship……..……………………………..…司會
Hymn:台 161B...........…………..……..………….....眾立
Prayer ……………….…….…………….…....…....眾立
Lord’s Prayer …………….…….…………….……...眾立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7 (詩篇 130)......…....................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以西結書37:1-14..….............. 司會

獻詩

Choir: 台 428 首…………………………………..…..詩班
Sermon: 枯骨復生………….……….....….. 林皙陽牧師
Hymn: 台 207...............................……........................ 眾立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Bible Verse：以賽亞書43:19 ......…………...…....…會眾
看啊，我欲做一項新的事；今啲發現，恁豈呣知嗎？
我欲佇曠野開道路，佇沙漠開江河。

講道
回應詩
奉獻
本週金句

I am about to do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forth,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will make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rivers in the desert.
報告及介紹
頌榮
祝禱
殿樂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Hymn 台 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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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骨復生
在這分崩離析的世界裡，讓我們重拾以西結書，用這位先知的眼光，
來看當前的世界。雖然現今的世界看起來，是邪惡占了上風，而不是
良善。但是枯骨復甦的異象，帶給我們的是希望的信息，召喚我們超
越恐懼與現今歷史的陰暗，望見神以真理與光明掌管這個世界的時
刻。作為基督徒我們有責任回應上帝的呼召與作為，讓我們盡上自己
的責任，讓聖神更新我們的靈性，一起向以西結學習揭開世上虛偽的
觀念和想法，藉著聖神讓我們進到神榮耀真正降臨的地方。

主日服事

本主日4/6

下主日4/13

上週出席奉獻

證道
司會
司琴

林皙陽牧師
柯陽明
黃瑞鳳

林皙陽牧師
陳秀名
黃婷玉

禮拜:成人：33人， 小孩 1
主日奉獻 $；$877
Lunch: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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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招待/整理 歐昭松/許翠蝶
愛餐
敬拜讚美
獻 詩

許翠蝶
許登龍
台428首

蕭桂榮/李桔
楊智惠
陳哲卿
台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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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的母親蒙主恩召，於今日上午 9:30 在加州舉行告別式，享年
95 歲。願上帝親自安慰遺族。
3. 今日活動： 1:30 pm 講道回應。2pm：聖地之旅/翁哲雄&陳美美，
3:30pm: 長執會。
4. 4月7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舉行查經。
5. 下主日(4月13日) 1:30 pm 講道回應。2pm 專題/林牧師，3:30pm: 電影
欣賞/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6. 感謝張昭霞姊為圖書館購置一台鋼琴，也感謝 Dorothy 歡喜將價值
$15,000 的 Steinway grand piano，以$5,000賣給教會。
7. 感謝兄姊的愛心，慷慨為台南神學院的需要奉獻，總共收到$2,450。

代禱事項：
1. 請為台灣「318太陽花學運」代禱。也為台灣能邁向真正的理性、民
主、自由與法治的國家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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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特別為烏克蘭的局勢代禱。

每日讀經：
4 月6 日
4 月7 日
4 月8 日
4 月9 日
路 11:1-28 詩 90 民
路 11:29-54 詩 91 民
路 12:1-34 詩 92 民 31 路 12:35-59 詩 93 民 32
27-28
29-30
4 月10 日
4 月11 日
4 月12 日
路 13:1-17 詩 94 民 33-34
路 13:18-35 詩 95 民 35-36
路 14 詩 96 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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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