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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Worship 
2013年1月6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Singspi ration    ………………………..………...會眾  序樂 Prelude……………………………..………...…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讚美(聖詩) Hymn: 台 89 (Eng. 163 ) ....……........ ......….眾立  祈禱 Prayer   …….……….…………….……....…....眾立  主禱文 Lord’s Prayer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 17  (Psalm 84) …….…..會眾  兒童讀經 Youth Scripture Reading: Matthew 2:1-12……     John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 2:1-12…. .…. .….…..司會   獻詩 Choir: 聖詩187…...….…..................…...…..  詩班     講道 Sermon：Cross My Heart......................... Rev. Shirley  回應詩 Hymn: 台  93 (Eng.151)................ .......................  司會  新長執就任  Ordain and Reinstall New Elders/Deacons ........ 林牧師  奉獻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本週金句 Bible Verse：以賽亞60:1….……….…… 會眾起來啊，發出光！因為你的光已經到！ 耶和華的榮光發現，照佇你的頂面。 

Arise, shine,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司會頌榮 Hymn 台 499 (Eng. 623) …...……...….…...….. 眾立祝禱 Benediction   ………………..... .….…..... Rev. Shirley殿樂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今日講道內容摘要今日講道內容摘要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Cross My Heart 

Today is the twelfth day of Christmas, also known as Three Kings 
Day. Today, we end of celebration of Christmas. We look at the 
meanings of gifts today to look for how gifts are given. Human being 
attribute meaning to the simple things that we see every day, which 
makes symbols powerful. On this day of Epiphany, we look further at 
how the story of the Three Wise Men enriches our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world. Merry Christmas!  

 主日服事 本主日1/6 下主日1/13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珊宇牧師 林皙陽牧師    主日禮拜:成人：28人 

 Christmas Eve $468   主日奉獻：$835 特別奉獻：$200 感恩:$200 

Sandy:$200 Lunch$30 每週聚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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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義診、乒乓球及其他活動 

  司 會 許登龍 凌旭勢   司 琴 蘇秋莉 白建一   招待/整理 蕭桂榮/李桔 林彥哲/陳麗嬋   愛 餐 楊智惠 蘇秋莉   敬拜讚美 許登龍 謝克明   獻詩 聖詩187 聖詩344   

Youth SS Shirley Dr. Young   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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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講道回應。2:00 pm 查經/林牧師主理。3:30pm 長執會。 3. 下主日(1/06) 活動：1:30 pm 講道回應。2:00 pm 教會歷史/林牧師主理。 4. 請大家同時在每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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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惠姊、Jean Ling、許右龍先生、洪傳雄先生、許鴻玉姊的母親、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5. 今年 1-3月的主日事奉表及 2013 年讀經表已上網，請參考教會網站。 6. Jamie 的爸爸高榮祥先生寄來聖誕賀卡向兄姊請安，並感謝教會所有會友對 Jamie 的關照。 7. 長執會決議支援 Sandy 颶風災害，支票抬頭請寫:LITC，支票及現金奉獻信封都請註明 "Sandy 災害"，截止日期 1/13。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今年度事工代禱。 

2.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 

1月06日 太 5:21-48 創 9  

1月07日 太 6 創 10 

1月08日 太 7 創 11-12 

1月09日   太 8:1-22 創 13-14 

1月10日 太 8:23-34 創 15-16 

1月11日 太 9 創 17-18 

1月12日 太 10:1-20 創 19-20 

2013年教會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以弗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