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4月20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讚美(聖詩)
祈禱
使徒信經

Singspiration ………………………………………... 會眾
Prelude………………………………………………….司琴
Call to Worship……..……………………………..…司會
Hymn:台 123B 首.........…………..……..………….....眾立
Prayer ……………….…….…………….…....…....眾立
Apostles' Creed. ………….………………….……...眾立

平安禮
啟應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3 (詩篇 118)......…....................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使徒行傳10:34-43..….............. 司會
Choir: 給我造清潔的心，主啊！………………..…..詩班
Sermon: Christ is Risen! We have Risen!…..林珊宇牧師
Hymn: 台 125首...........................……........................ 眾立
Holy Communion: Hymn 台 221 ( Eng.208) …林皙陽牧師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Bible Verse：歌羅西3:2-3..…..... ……...……...…....…會眾
著致意頂面的事，呣通致意地上的事。因為恁曾死，
也恁的活命及基督相及囥佇上帝。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that are above, not on things
that are on earth, for you have died, and your life is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Hymn 台 499首.... .. ........... ........…..……....…...….. 眾立
Benediction...……………......….. ...…………林珊宇牧師
Postlude ....................……..........…………...………. 司琴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聖禮典
奉獻
本週金句

報告及介紹
頌榮
祝禱
殿樂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Easter commemorates the foundation of our faith. It allows us to celebrate our
new lives as children of God, to go out to be the witness of Christ, confessing
our faith, and bring peace by doing good to the world as Christ had done. By
dying, Christ gave up his humanity and washed ours away so that we are no
longer bound by sin, so that we can realize our true, unfettered potential to have
the courage to answer God's call for us to fight FOR each other in this world.
--------------------------------------------------2014年教會主題：同心起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4:16)

主日服事
本主日4/20
下主日4/27
上週出席奉獻
證道
林珊宇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38人， 小孩 1
主日奉獻 $；$1,819
司會
黃瑞鳳
凌旭勢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司琴
蘇秋莉
許鴻玉
招待/整理 凌旭勢/楊智惠 張富雄/楊宜宜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 12-12:30聖歌練
愛餐
一家一菜
陳秀名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
敬拜讚美
張富雄
王旭昭
動
獻 詩 給我造清潔的心主啊！
台459首
報告及介紹：
1. 今天是復活節，請以歡喜感恩的心來分享、回應主耶穌的救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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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日活動： 1:30 PM 講道回應。2:00PM 慶祝復活節，有一家一菜及
餘興節目，由桂榮兄與陽明兄主持。
4. 下主日(4/27) 活動： 1:30 PM 講道回應。2:00PM 查經/林皙陽牧師
3:00PM 司會訓練。
5. 感謝上帝保守，富美姊的脊椎手術，一切順利。她非常感謝大家對她
的關心與代禱。請兄姊繼續為她的復原代禱。她的手機號碼：
347-870-1934。
6. 明宗兄與秀名姊的公子 Jack chen (陳彥儒)上尉，已於上禮拜派往
Kuwait 服役，為期兩年，求主保守他的軍旅生活一切平安。
7. 美珠姊來函向大家請安，歡迎有機會回台的兄姊與她連絡。詳情請見
布告欄。
8. 2014年通訊錄將於下禮拜印行，請務必於今日自行校正，校正後請於
名字前面打勾，以示無誤。
代禱事項：
1. 請為台灣太陽花學運能繼續遍地開花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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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
路 19:28-48詩
104 申 14

4 月21 日
4 月22 日
路 20:1-26詩 105 申 路 20:27-47詩
106:1-23申 17-18
15-16

4 月24 日
路 21:20-38詩 107 申 20

4 月23 日
路 21:1-19詩
106:24-48申 19

4 月25 日
4 月26 日
路 22:1-38詩 108 申 21-22 路 22:39-53詩 109 申 2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