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主日服事

本主日6/29

下主日7/6

上週出席奉獻

Order Of Worship

證道

林皙陽牧師

Rev. Fortunato

2014年6月29日上午11時

司會

許登龍

Rev. Shirley

司琴

許鴻玉

招待/整理

蕭桂榮/李桔

Jamie
柯陽明/黃豐一

愛餐

蘇秋莉

蔡淑芳

敬拜讚美

許登龍

楊士宏

禮拜:成人：46人, 小孩4人
主日奉獻 ：$1,220
特別奉獻(喜樂)：$1,280
發展基金:$200 , EQ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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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我欲舉目來向山

EQ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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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首.........…………..…….………….....眾立

祈禱(主禱文) Prayer (Lord's prayer)... …..………..….....…....…....眾立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眾立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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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11 (詩篇 42)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馬太10:40-42 . ……………......... 司會

獻詩

Choir: 我欲舉目來向山…………………………..…..詩班

講道

Sermon: 簡單的信心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275首...........................……........................ 眾立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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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 歌羅西書3：23 ....…............…...…....…會眾
見若恁所做，著出佇心來做，親像服事主，呣是服事人。
Whatever you do, work at it with all your heart,
as working for the Lord, not for human masters.

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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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 台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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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救贖是從上帝的愛開始，耶穌把這個信息帶給我們，祂從很多不同
的角度來闡釋愛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今天耶穌講到接待，祂說:「誰接待
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來的那一位。為了某人是上帝的使者
而接待他的，一定會分享使者所得的獎賞；為了某人是義人而接待他的，也
一定會分享義人的獎賞 。」(v. 40-41)。換句話說，我們雖然不是先知，但
我們接待先知，就得著先知的賞賜。雖然我們不是義人，但是當我們為主的
緣故接待義人，我們就得著了義人的賞賜。甚至我們為主的名將一杯涼水給
他，我們都要得著賞賜。這是一個簡單的信心，卻得到極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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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分享。 2 pm 巴哈與聖詩/林皙陽牧師。
3. 下主日(7/6) ：1:30 pm 講道分享。2 pm 查經/林皙陽牧師。3:30pm 長
執會。
4. 6 月 30 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舉行查經。
5. 哲卿兄夫婦回台探親，妙玲姊不慎跌倒雙足骨折，目前在台灣治療復
健，請為妙玲姊祈禱，求主保守，早日康復。
6. EQ Camp 預定在 7/1-7/6 舉辦，將由 Rev. shirley Lin 和 Rev. Amy
Plympton Fortunato 來帶領這次活動，歡迎所有 8-15 歲兒童參加。全
部免費。婦女會希望能有六位兄姐為 EQ 準備午餐。若有人志願，請
向牧師娘報名。
7. 今年聯合退修會將於 7 月 25-27 日舉行，講員：蔡茂堂牧師，主題：
後現代完成大使命，欲參加者請向牧師報名。
8. 第二季 food drive 今日截止！
代禱事項：
1. 請為 EQ Camp 的老師、同工以及所有籌備事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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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妙玲姊、Jean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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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讀經：
6 月29 日
徒 10:23b-48 箴
1:20-33 撒下 6-7

6 月30 日
7 月1 日
7 月2 日
徒 11:1-18 箴 2 撒 徒 11:19-30 箴 3 撒 徒 12 箴 4 撒下
下 8-9
下 10-11
12-13

7 月3 日
徒 13:1-25 箴 5 撒下 14

7 月4 日
徒 13:26-52 箴 6:1-19 撒
下 15

7 月5 日
徒 14:1-20a 箴 6:20-35 撒
下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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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