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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Worship 
2013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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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ng.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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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詩篇119) …….…..會眾  兒童讀經 Youth Scripture Reading: 2 Corinthians3:12-4:2 ...  Jeff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哥林多後書 3:12-4:2.….…..司會   獻詩 C h o i r :  聖詩  2 5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詩班     講道 Sermon：Freedom Come.......................... 林珊宇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170......................................................  司會  奉獻 Offertory台306B (4th)..……..........…...….……..會眾本週金句 Bible Verse：Psalm 99:4-5….…....…..…......…  會眾王有氣力，歡喜公平，你互正直堅固， 佇雅各中行公平及義理。恁著尊重耶和華─咱的上帝， 佇伊腳踏椅的頭前跪拜。伊是至聖！ 

Mighty King, lover of justice, you have established equity; you 
have executed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in Jacob. Extol the 

LORD our God; worship at his footstool. Holy is he!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司會頌榮 Hymn 台 499(E189)…...……...….…...….. 眾立祝禱 Benediction   ………………......….…..... 林珊宇牧師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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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dom Come 

Transfiguration is at the center of Christ's ministry. At this point, 
the life of Christ starts shifting as we enter in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Christ's life and ministry. The Transfiguration is about Chr-
ist being the cros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God. It is here that 
we fully see Christ's revelation as God. With Christ, we are re-
leased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veil to accept and witness to Jesus' 
divinity and allowing that to transform us. 

 主日服事 本主日2/3 下主日2/17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珊宇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53 小孩 3 主日奉獻：$1,671 

Lunch$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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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克明 蕭桂榮   司 琴 白建一 Jamie Kao   招待/整理 歐昭松/ Jamie  謝克明/蔡淑芳   愛 餐 一家一菜 李哖   敬拜讚美 謝克明 張富雄   獻詩 聖詩 250 聖詩 197   

Youth SS  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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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誼及參加活動。 

2. 今日活動：1:30 pm講道回應。2:00 pm potluck與餘興節目，請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參加。 

3. 下主日(2/17) 1:30 pm講道回應。2:00 pm 『 Radiation : What It Is? 
What You Need to Know』陳明宗兄主講。 

4. 2月24日(日) 台英文228 平安禮拜。 2:00 PM 『被囚禁的台灣』楊士宏長老主講。請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參加。 

5. 明天2月11日(一) 10:00AM-11:30AM在 Vicky Hu家舉行查經，每月兩次，下一次是2/25。365 Elm St., Roslyn, NY 11576。Tel：
516-476-180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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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為長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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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求天父賜智慧與信心，帶領我們同心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 

3. 為搶救超級暴風雪 NEMO重創新英格蘭地區能順利與平安代禱！ 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 

2月10日 太 27:1-26  出 15 

2月11日 太 27:27-44 出 16 

2月12日 太 27:45-66 出 17-18 

2月13日   太 28 出19-20  

2月14日 可 1:1-20  出 21 

2月15日 可 1:21-45  出 22 

2月16日 可 2 出 23-24 

2013年教會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以弗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