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02月22日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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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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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詩篇51)...….….........會眾

讀經

Scripture: 約珥 (Joel) 2: 1-2, 12-17 …......….…......司會

獻詩

Choir: 台灣翠青...…….…… ….…………... …… 詩班

獻詩

Choir: ….……… ...…….………... …… 同鄉會合唱團

講道

Sermon: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我) ......…林珊宇牧師

聖禮典

Holy Communion: Hymn 台221首………..林珊宇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242首…..…...…..........…..…...…....…....眾立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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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馬太 19:26 ………………………… 會眾

耶穌說：「在佇人是勿(boe)會，在佇上帝萬事攏會。」
Jesus said: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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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 台508首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林珊宇牧師

殿樂

Postlude

司會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We have been in grief over our identity and our country for decades, always
fighting for people to see us for who we are. God never leaves us alone and
encourages us to be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the good and the bad. When we
celebrate 228, we are not just remember, but moving ourselves forward with the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Today is a not only a remembrance, but a celebration
and acknowledgment of who we are. Let us honor our heritage and our future!

主日服事
本主日02/22
證道
林珊宇牧師
司會
楊士宏
司琴
蘇秋莉
招待/整理 翁哲雄/陳美美
愛餐
一家一菜
敬拜讚美
許登龍
獻 詩
台灣翠青

下主日3/01
胡淑貞牧師
陳麗嬋
翁妙玲
吳心蓮/Kyle
陳秀名
陳哲卿
台313首

上週(2/08)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50人 小孩:6
奉獻: $.1,631
Develop Fund:
2015 Lunch Fund: $ 300
禮拜二，五6:30 pm 乒乓球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12:00-30聖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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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誼及參加各項活
動。
2. 今日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 2pm 紀念二二八講座， 題目是：《Grief
and Healing》/ Rev. Shirley Lin 主持。 又有 228 事件的 Video。
3. 下主日(3/01) 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 2pm 查經/胡淑貞牧師主持。
4. 今日是二二八和平紀念禮拜，咱感謝同鄉會合唱團來獻唱。
5. 2/10/2015 起每週二 ABC(Channel 7)將放映台灣移民的故事"Fresh
Off the Boat 菜鳥移民"喜劇片影集連續 13 週.小男孩角色由住在
Staten Island 的台灣基督徒楊彰興醫師的孫子 Hudson Yang 擔當.
ABC 正在做排山倒海的大力宣傳, 相信不會失望.
本週放映時間是: 本週二美東時間晚間 8:00pm-9pm,
代禱事項：
1. 為主日學事工及 6-9 年級的作業輔導能有效植入社區服務代禱。
2. 請祈禱為求上帝賜給台灣有清廉，公正，才能的政府，也求主保守這
個機會能永續造福台灣人的子孫萬代。也為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3. 為牧師，長執，新同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4. 請在每晚 10:32 讀詩篇 103:2-3 來為教會發展以及身、心欠安的兄姊
及親友祈禱。特別為林牧師的爸爸、陳水扁總統代禱。
每日讀經：
2 月22 日
2 月23 日
2 月24 日
2 月25 日
可 5:21-43 詩 50 可 6:1-29 詩 51 出 可 6:30-56 詩 52 可 7:1-23 詩 53
出 31-32
33:1-34:35
出 35
出 36
2 月26 日
2 月27 日
2 月28 日
可 7:24-37 詩 54 出
可 8:1-21 詩 55 出 39 可 8:22-38 詩 56 出 40
37:1-38:31
2015 年教會主題：
「著常常歡喜，著祈禱無息，凡事感謝；因為此個是

上帝 佇基督耶穌向恁的旨意。」帖前(1Thessalonians) 5: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