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5年05月17日上午11時

主日服事
上週出席奉獻
本主日05/17
下主日5/24
證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 : 53人 小孩: 6人
司會
陳介精
陳秀名
主日奉獻: $1,763
司琴
黃瑞鳳
蘇秋莉
尼泊爾賑災$200
禮拜二，五 6:30 pm 乒乓球
招待/整理 凌旭勢/楊智惠
吳心蓮/Kyle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愛餐
蘇秋莉
許翠蝶
10:40-50; 12:00-30聖歌練習
敬拜讚美
楊士宏
許登龍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獻詩
台447
台312
禮拜日10am 青少年作業輔導：4人。 11am 英文主日學：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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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首……..……….…………………….....眾立

祈禱(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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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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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及介紹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1 (詩篇100).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約翰一書 5:1-6.….……...…...…....…司會

獻詩

Choir: 台447.…….………..…...…....…....................詩班

講道

Sermon: 歡喜走天路.…..…...…....…..…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342首 ……….…...………..…...…....…....眾立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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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腓利比書2:2…....…... .…….……..... 會眾

1.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參加午餐，交誼及各項活動。
2. 今日活動: 1:30pm 講道分享。2pm 信仰講座：林彥哲兄主理/Language
of God by Francis Collins。
3. 下主日(5/24)活動: 1:30pm 講道分享。2pm Noah Koh 大提琴演奏會。
請邀請同鄉、親朋好友一起來聆賞。
4. 5 月 18 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舉行查經。
5. 徐妙華姊於上禮拜五因腸阻塞緊急住院開刀，求主保守她復原順利。
6. 長執會通過為尼泊爾地震奉獻，若有負擔請支票寫給 LITC，並註明
為尼泊爾奉獻，5 月 31 日截止。
7. Noah 今年暑假將前往緬因州受訓，長執會通過若有要為 Noah 這次集
訓奉獻的人，可以支票寫給教會，註明 Noah 獎學金。6 月 21 日截止。
8. Food drive 5 月 31 日截止，請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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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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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徐妙華姊和陳水扁總統代禱。

恁著互我的歡喜充滿，就是同心志，同仁愛，心神和合，心志專一

then make my joy complete by being like-minded, having the
same love, being one in spirit and of one mind.
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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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 台507首....................…..…….......…..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林皙陽牧師

殿樂

Postlude

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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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約翰說，身處在世界，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各種不同個性的人，免不
了會有所磨擦。他說上帝的誡命其實並不難遵守，我們會遇到困
難，會有病痛，這也正是磨練我們的機會，而使我們勝過世界的，
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要我們浸淫於上帝的話中，尤其是上帝的愛
和召喚。上帝的話教我們如何昂首站立，何時該忍辱曲膝。祂教我
們如何忍耐屈辱而不去還擊，祂教我們如何和別人相處，如何自
處。他說，憑信心的眼光，你們就能夠超越世上一切轉眼即逝的事
物。真正勝過世界的人，不是偉大的科學家或富豪權貴，而是上帝
的每一個兒女，就是你們。因為你們知道看得見的事物是短暫的，
看不見的才是永恆的。

每日讀經：
5 月17 日
約 9:1-25 詩
119:89-96 書 22

5 月18 日
約 9:26-41 詩
119:97-104 書
23:1-24:33

5 月19 日
約 10:1-21 詩
119:105-112 士
1:1-2:23

5 月20 日
約 10:22-42 詩
119:113-120 士
3:1-4:24

5 月21 日
5 月22 日
5 月23 日
約 11:1-37 詩
約 11:38-57 詩
約 12:1-19 詩 119:137-144
119:121-128 士 5
119:129-136 士 6
士 7:1-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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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