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Order  Of  Worship 

2013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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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427)…………..…………….....眾立祈禱 Prayer   ………….……….…………….……....…....眾立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眾立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7 (詩篇 130) .........................會眾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耶利米書 8:18-9-:1 …………  司會 獻詩 Choir: 台473首…………………………………..…..詩班 講道 Sermon: Are You There, God? It's Us........... 林珊宇牧師回應詩 Hymn: 台368 (E 419) ...........................................…眾立奉獻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本週金句 Bible Verse：詩篇(Psalm) 79:9.….……………   會眾 救阮的上帝啊，求你因為你的名的榮光幫助阮！因為你的名的緣故救阮，赦免阮的罪。 

Help us, O God of our salvation, for the glory of your name; 
deliver us, and forgive our sins, for your name's sake.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頌榮 Hymn台 499 (E 623).….……...……...….…...…..  眾立祝禱 Benediction …......….………......….….  林珊宇牧師殿樂 Postlude    ..............................…………...……….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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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must look at the way we approach God and each other. We come to 
church to remind ourselves who we are and who God is. We are re-
minded today by this passage that we need to live as God's people, not 
only with God, but also with each other.  

 

2013年教會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以弗所3) 

 主日服事 本主日9/22 下主日9/29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珊宇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40 小孩：1  主日奉獻： $1,055 

Dr Chen Mem Fund: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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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士宏 司 琴 白建一 黃瑞鳳 招待/整理 翁哲雄/陳美美 林龍生/蕭麗雪 愛 餐 楊宜宜 李哖 敬拜讚美 張富雄 許登龍 獻 詩 台473首 台268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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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 「資產保護」(Estate Planning)講座，由王劭文律師主講。 

3. 下主日(9/29)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2pm專講：日本鐵道之旅。
3:30pm 長執會。 

4. 9月23日(一) 11:00 AM-12:30PM在 Vicky Hu家有查經。 

5. 10/06 是「世界聖餐主日」（ World Communion Sunday），咱教會將舉行聖禮典恭守聖餐，有意受洗者請和牧師接洽。 

6. 感謝上帝，今年的社區音樂會已於昨日 (拜六)圓滿結束！感謝許鴻玉老師、許世明父子、賴佩芬夫婦和咱教會聖歌隊精彩的演出；也感謝婦女組準備簡餐，招待貴賓。願上帝親自記念他(她)們的辛勞。 

7. 王光毅與陳潤卿夫婦已平安回到台灣，並來電向兄姊請安致意。 

8. 今年第二季共計24磅，第三季 Food Drive 於9月30日截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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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堅兄、許右龍兄、洪傳雄兄、許鴻玉姊的母親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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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教會的社區事工、主日學、留學生事工代禱。 每日讀經： 

9月22日 加 2 尼 3-4 

 9 月23日 加 3 尼 5-6 

 9 月24 日 加 4 尼 7-8 

 9月25日 加 5 尼 9-10 

 9 月26日 加 6 尼 11-13 

 9 月27日 弗 1 斯 1-2 

 9 月28日 弗 2 斯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