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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Worship 
2013年1月13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Singspi ra t ion     ………… ……… ……. . ………. . .會眾  序樂 Prelude……………………………..………...…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讚美(聖詩) Hymn: 台 297 (Eng. 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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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Isaiah 40) …….…..會眾  兒童讀經 Youth Scripture Reading: Luke 3:15-17, 21-22…  Jeff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 3:15-17,21-22.….….…..司會   獻詩 Choir: 聖詩344…...….…..................…...…..  詩班     講道 Sermon：成為上帝所疼的子......................... 林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99........................................................  司會  新長執就任  Reinstall New Elder ... .......... ............................林牧師  奉獻 Offertory台306B (4th)..……..........…...….……...會眾本週金句 Bible Verse：路加 3:22 ….……….…......… 會眾聖神降臨佇伊的頂面，形狀親像鴿仔； 閣對天有聲，講：「你是我疼的子，我歡喜你。」 

The Holy Spirit descended on him in bodily form like a dove. And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You are my Son, whom I love; with 

you I am well pleased.”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 司會頌榮 H y m n 台  5 1 0  … . . . … … . . . … . … . . . … . .  眾立祝禱 Benediction   ………………..... .….…..... 林牧師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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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上帝所疼的子. 當耶穌從水裏上來之時，聖經描寫天為祂而開，聖靈如同鴿子降在祂身上，並且有聲音從天上發出說：「你是我疼的子，我歡喜你。」這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第一次在聖經當中完全的顯露！這象徵了耶穌接受約翰以水施洗的同時，上帝也用聖靈為耶穌施洗，也用聲音宣告對耶穌完全的悅納與肯定，這是上帝對祂的兒子基督耶穌身分的確認。  

 主日服事 本主日1/13 下主日1/20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37 小孩 2 

 主日奉獻：$1,333 

Sandy:$100 Lunch$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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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旭勢 林彥哲   司 琴 白建一 黃婷玉   招待/整理 林彥哲/陳麗嬋 凌旭勢/楊智惠   愛 餐 蘇秋莉 蔡淑芳   敬拜讚美 楊士宏 張富雄   獻詩 聖詩344 聖詩257   

Youth SS Dr. Young 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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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貞惠姊於1/6 8:30 pm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年75歲。已於昨日(1/12) 在 New Hampshire舉行追思告別禮拜，請特別為遺屬代禱，求主安慰。 
3. 今日活動：1:30 pm講道回應。2:00 pm教會歷史/林牧師主理。 
4. 下主日(1/20) 活動：1:30 pm講道回應。2:00 pm信仰的心路歷程/克明兄主理。 
5. 冠傑兄已於1/10轉到 Village Care Center, 214 West Houston, # 

315, New York, NY. 10014 Tel:212-337-9400。請兄姊繼續關心與代禱。 
6. 蘇醫師的支氣管炎尚無好轉現象，咳嗽依然嚴重，請迫切為其康復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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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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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今年全年午餐費預付款每人約$150，由每家開支票給教會，註明「午餐」，金額請自行估計決定。 
9. 長執會決議支援 Sandy颶風災害，支票抬頭:LITC，請註明 

"Sandy災害"，今日截止。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為新一屆的長執、同工、牧師代禱，求天父賜給他們智慧和愛心，領導教會行在主的心意和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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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太 10:21-42  創 21-22  

1月14日 太 11:1-19 創 23 

1月15日 太 11:20-30  創 24  

1月16日   太 12:1-21 創 25 

1月17日 太 12:22-50  創 26  

1月18日 太 13:1-35  創 27-28 

1月19日 太 13:36-58  創 29-30 

2013年教會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以弗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