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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Worship 
2013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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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ng.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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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40) …….…..會眾  兒童讀經 Youth Scripture Reading: I Cor 10:1-13 ….  John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哥林多前書10:1-13.….…..司會   獻詩 Choir: 聖詩 3….…….…….…….…..…...............詩班     講道 Sermon：自由和試探.........................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328.....................................................   司會  奉獻 Offertory台306B (4th)..……..........…...….……..會眾本週金句 Bible Verse：哥林多前書10:13 ….…......… 會眾恁所抵著的試，無呣是人的常事。上帝是信實，無欲互恁抵著試過頭佇恁所會當；就是佇受試的時，欲續開脫出的路，互恁當會起。  

No temptation has overtaken you except what is common to 
mankind. And God is faithful; he will not let you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But when you are tempted, he will also provide a 
way out so that you can endure it.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司會頌榮 H y m n 台  5 1 6 … . . . … … . . . … . … . . . … . .  眾立祝禱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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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和試探 保羅藉出埃及的事件賦予基督信仰新的意義。保羅說，自由和試探是同時存在的，雖然時代背景不同，可是在屬靈的原則上，以色列人與歷代信徒的經歷是相似的。今天我們都是上帝所揀選的，基督釋放我們的罪， 並不是叫我們自由去犯罪，而是叫我們在一切的行事上可以自由而樂意地獻上所有，以榮耀上帝。 

 主日服事 本主日3/3 下主日3/10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48 小孩 2 週間查經：5 人 主日奉獻：$1,731 發展奉獻：$100 

Lunch$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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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ie Kao 白建一   招待/整理 林龍生/蕭麗雪 張富雄/楊宜宜   愛 餐 李桔 曾惠美   敬拜讚美 楊士宏 謝克明   獻詩 聖詩 3 聖詩286   

Youth SS  Eileen Doug/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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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莉姊的爸爸蘇醫師的告別禮拜已於昨天(3/2)順利舉行，遺族感謝大家的關心、參與和代禱。也請繼續為遺族代禱，願上帝安慰的靈常與秋莉姊的媽媽同在。 

3. 今日活動：1:30 pm講道回應。2:00 PM查經。3:30 PM長執會。  

4. 下主日(3/10) 1:30 pm講道回應。 2:00 PM 『被囚禁的台灣』楊士宏長老主講。 

5. 下主日(3/10)日光節約時間開始，請大家把時間撥快一小時。 

6. 3月11日(一) 11:00 AM-12:30PM在 Vicky Hu家舉行查經。 

365 Elm St., Roslyn, NY 11576。Tel：516-476-1808 

7. 3月17日舉行春季和會，審查2012年收支及報告，2013年預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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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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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今年第一季 food drive 於3月31日截止！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為長執、同工、牧師，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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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 可 10:1-31  利 4 

3月4日 可 10:32-52  利 5-6 

3月5日 可 11:1-19  利 7-8 

3月6日   可 11:20-33  利 9-10 

3月7日 可 12:1-27  利 11-12 

3月8日 可 12:28-44  利 13 

3月9日 可 13  利 14 

2013年教會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以弗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