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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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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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詩篇 27)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约翰福音書1：35-42. .........................  司會  

獻詩 Cho i r :  台29首………………………………… . .…. .詩班  

講道 Se rmon :  恁啲尋甚麼？… . ……… . . . . . ….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382....... …........... ..............…….......................... 眾立 

獻詩  祢為何選我........... .…......................……..............江維中家族 

奉獻 Offertory台306B (4th) …...…….........…….........…...….… 會眾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詩篇 42:1   ………………....…...……....…  會眾 

我的心切切欣慕你，親像鹿切切欣慕溪水。 

As the deer pants for streams of water, 

    so my soul pants for you, my God.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頌榮 Hymn台 510首.... .... .... ...........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殿樂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恁啲尋甚麼？ 

耶穌對門徒說：「恁來就會看見！」看見什麼？就是睛暝者看見，跛腳者行，
癩 (ko)者清氣，臭耳聾(chhàu-hï-lâng)者聽見，死的人復活，喪鄉人得
著聽福音。正如教宗方濟一世 (Frances I) 所言：世間告訴我們追求成功、
權利和鑽石；上帝卻告訴我們尋求謙卑、事奉和愛。在跟隨主的道路上，許
多時候我們都是求東西，求平安、求各方面的益處。但是今天耶穌要再問我
們一次：恁啲尋甚麼？  

 

 
 

    

主日服事 本主日1/26 下主日2/2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楊宜宜牧師 禮拜:成人：36人， 小孩 1 

主日奉獻 $；1,300. 

Lunch -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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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及活

動 

司 會 陳秀名 黃瑞鳳 

司 琴 許鴻玉 白建一 

招待/整理 蕭桂榮/李桔 白建一/王玲瑜 

愛 餐 一家一菜 Vicky 

敬拜讚美 王旭昭 楊士宏 

獻詩 台 29 首 台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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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舊曆年，有 potluck與餘興節目，由桂榮兄與陽明兄
共同主理。 

3. 下主日(2月2日) 活動：1:30 pm講道回應。2pm：查經/楊宜宜牧師。 

4. 2月份長執會改在2月9日3:30 pm舉行，請長執預備心參加。 

5. 1月27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有查經。 

6. 恭喜！Dorothy 於1月17日喜獲男孫，取名 Chase Juno Lin，母子均安，
願上帝賜福，也請為他們代禱。 

7. 劉淑玲姊於日前膝關節開刀，已於1/21轉到復健醫院，請為她的復原
代禱。 

8. 今年全年午餐費，扣除一家一菜，預付款每人約$160(每餐$3.5)，請
視出席次數自行增減。由每家開支票給教會，註明「午餐」。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同工及新年度事工禱告。 

2. 請大家在每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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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連牧師娘、許
右龍兄、洪傳雄兄、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3. 請為 Jack chen (陳彥儒)上尉，在 Kuwait 的軍旅生活代禱，求上帝賜
福他有平安、喜樂，及健康。 

4.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 

1月26日 

太 18 詩 24  

1月27日 

太 19 詩 25   

1月28日 

太 20  詩 26  

1月29日   

太 21:1-22  詩 27  

1月30日 

太 21:23-46  詩 28    

1月31日 

太 22:1-22  詩 29 

2月1日 

太 22:23-46  詩 30 

 --------------------------------------------------- 
2014年教會主題：同心起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4:16)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A4%AA&chap=18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24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A4%AA&chap=19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25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A4%AA&chap=20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26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A4%AA&chap=21&sec=1-22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27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A4%AA&chap=21&sec=23-46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28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A4%AA&chap=22&sec=1-22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29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5%A4%AA&chap=22&sec=23-46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