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04月05日上午11時

主日服事
本主日04/05
證道
林珊宇牧師
司會
黃瑞鳳
司琴
翁妙玲
招待/整理 陳淵泉/曾惠美
愛餐
一家一菜
敬拜讚美
陳哲卿

下主日4/12
林興隆傳道
凌旭勢
黃婷玉
張子寬/李哖
許慧娟
楊士宏

上週(03/29)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 : 42人 小孩: 6
奉獻: General: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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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首 (Eng )…….…………………….....眾立

祈禱(主禱文)

Prayer (Lord's prayer)..…….………..…...…....…....眾立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眾立

報告及介紹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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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3 (詩篇118)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使徒行傳 ( Acts) 10:34-43 ….........司會

獻詩

Choir: 上帝的羊羔(Angus Dei by Mozart).............詩班

講道

Sermon:〝Sharing Jesus〞.………… 林珊宇牧師

聖禮典

Holy Communion……………...………..林珊宇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123A 首 (Eng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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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復活節，咱感謝 Kyle 與 Christo 有特別準備一些 Easter
的彩蛋分給大人及巧克力分給小孩。
3. 今日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 2pm 慶祝復活節餘興節目由陳明
宗兄主持。並且有 Christo 與 Kyle 的鋼琴演奏。
4. 今日 下午 3:30pm 有長執會。
5. 下主日(4/05)活動:1:30pm 講道回應，2pm：查經/林興隆傳道主理。
6. 今年大 NY 區台灣教會乒乓比賽訂於 4/25(拜六) 舉行。咱教會由
隊長陳明宗兄與教練許秀實兄負責組隊參加。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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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 箴言 22: 4 …………....…....….....

會眾

謙卑敬畏耶和華的報賞，就是好額、尊貴、活命。
Humility and the fear of the Lord bring wealth and honor and life.

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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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

頌榮

Hymn 台499首....................…..…….......…..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林珊宇牧師

殿樂

Post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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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Happy Easter! Easter is the day that we joyously celebrate the triumphal return of
Christ from death, bringing us salvation and life. But, Easter is no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Rather, Easter is just the beginning. It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journey into
this world, arm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which strengthens our faith. We will
not be afraid of what we cannot do and we will not focus on our imperfections, but
instead of focus on how we can live each and every day knowing that we know who
God is and being able to show the world through our words and deeds to bring the
joy and love of the Lord to all those who encounter us.

獻 詩

Angus Dei (上帝的羊
羔) by Mozart

台117B 首

上週 的10am 青少年作業輔導：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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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am 英文主日學：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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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台灣的政局(未來的總統與國會大選)及世界的公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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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5 日
4 月6 日
4 月7 日
4 月8 日
路 10:25-42 詩 路 11:1-28 詩 90 路 11:29-54 詩 91 路 12:1-34 詩 92
89:19-52 民 26 民 27-28
民 29-30
民 31
4 月9 日
4 月10 日
路 12:35-59 詩 93 民 路 13:1-17 詩 94 民
32
33-34

4 月11 日
路 13:18-35 詩 95 民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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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