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8月31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讚美(聖詩)
祈禱(主禱文)
使徒信經
平安禮
啟應
讀經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奉獻
本週金句

Singspiration ………………………………………... 會眾
Prelude………………………………………………….司琴
Call to Worship……. ……………………………..…司會
Hymn:台 173 首.........…………..…….………….....眾立
Prayer (Lord's prayer)..……..………..….....…....…....眾立
Apostles' Creed. ………….………………….……...眾立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8 (詩篇 139).........................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出埃及記3:1-15..... ........……...... 司會
Choir: 求主用你慈悲……........…………………..…..詩班
Sermon: 焚而不燬的恩典.......…..…….…林皙陽牧師
Hymn: 台492 首...........................……........................ 眾立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Bible Verse：以賽亞書48:10..….…......…...…....…會眾

耶和華講：看啊，我鍛煉你，亦呣是親像銀；
你佇苦難的火爐中，我揀你。
"See, I have refined you, though not as silver;
I have tested you in the furnace of affliction." declares the LORD.
報告及介紹
頌榮
祝禱
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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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千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肆掠下所經歷的恩典現場，見證了那
看似隱藏的恩典。上帝以荊棘燃燒卻不焚燬的景象，吸引摩西，然
後對 摩西說：「我已經聽見他們渴望掙脫奴役的哀號。我知道他們
的痛苦， 所以下來要從埃及人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這段話可以說
是出埃及記的宗旨，上帝對人類的痛苦不但看見了、聽見了，還要
積極採取行動，施行拯救。上帝讓摩西看見：只要上帝在荊棘中，
它就不會被燒毀；只要上帝與人同在，人就不會被毀滅。這一段刻
骨銘心的歷史，雖然多有傷痛，卻更加顯出上帝恩典的琳瑯與豐沛，
因此成為以色列人民世世代代紀念他們從衰敗的灰燼中，重新得著
上帝恩典的記憶。

主日服事
本主日8/31
下主日9/7
證道
林皙陽牧師
陳主顯牧師
司會
陳淵泉
林彥哲
司琴
黃瑞鳳
蘇秋莉
招待/整理 陳淵泉/曾惠美 謝克明/蔡淑芳
愛餐
李秀卿
李桔
敬拜讚美
許登龍
楊士宏
獻 詩 求主用你慈悲 給我造一個清潔的心,主啊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 44人, 小孩：1
主日奉獻 ：$1,198
發展: $200 眼癌：$100
高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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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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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藤周作的「沉默」/蕭桂榮兄。
3. 下主日(9/7) ：1:30 pm 講道分享。2 pm "Persecution has never ended."
陳美娜牧師 (Rev. Dr. Bettina Opitz-Chen)。
4. 咱教會將於 9/6-9/7 舉行靈修會，主題： 耶穌語錄 vs.台灣俗諺。
講師：陳主顯牧師。請兄姊預留時間，並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
9 月 6 日 (六) 09:15-10:45 序說：耶穌語錄與台灣俗諺的基本概念
11:00-12:30 耶穌的勸戒式格言 vs. 台灣勸善俗諺
12:30-13:30 午餐 (Lunch)
13:30-15:00 耶穌的格言式福諺 vs. 台灣福氣俗諺
15:30-17:00 耶穌的「我是」諺語 vs. 台灣的神明俗諺
9 月 7 日 (日) 證道：在愛中建立自己 (Eph. 4: 11- 16)

5. 9 月 13 日 (六) 社區音樂會，請大家邀請朋友同鄉來欣賞。
6. 第三季 Food Drive 於 9 月 30 日截止！
7. 長執會通過為高雄救災及幼兒眼癌募款，若有感動請支票開給
LITC，並註明用途。今日截止。
代禱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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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
8 月31 日
林前 11:17-34 歌
7:1-9代下 13-14
9 月4 日
林前 14:1-25 伯
1:1-12 代下 19

9 月2 日
9 月3 日
9 月1 日
林前 12:1-11 歌 林前 12:12-31 歌 林前 13 歌
7:10-13 代下 15 8:1-7代下 16
8:8-14 代下 17-18
9 月5 日
9 月6 日
林前 14:26-40 伯
林前 15:1-34 伯 2:1-10代下
1:13-22 代下 2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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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