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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Worship 

2014年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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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首.........…………..…….………….....眾立

祈禱(主禱文) Prayer (Lord's prayer)..……..………..….....…....…....眾立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12 (詩篇 46).........................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出埃及記1:8-2:10..... ………......  司會

獻詩 Choir: 台 167 首…………………………………..…..詩班

講道 Sermon: 妙哉，上帝的權能！.......…..…….…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251 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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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以賽亞書55:8-9..….…......…...…....…會眾

耶和華講：我的念頭呣是恁的念頭；恁的路呣是我的路。因為天
怎樣卡高地，按呢，我的路卡高恁的路；我的念頭卡高恁的念頭。

"For my thoughts are not your thoughts, neither are your ways my ways," 
declares the LORD. "As the heavens are higher than the earth, so are my 
ways higher than your ways and my thoughts than your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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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 台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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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是記載以色列歷史奧妙的開始，也是上帝的拯救史的開始。這幾個
禮拜的經文，不管亞伯拉罕的子嗣之爭、雅各一生的遭遇與他兩次與上帝相
遇，或約瑟一生傳奇的故事，都繞著一個主題在進行，就是上帝的攝理，這
個主題隨著摩西的出生，上帝施展出自創世以來，最驚人壯觀的一幕。 
摩西在危機四伏中誕生，一直到被埃及的第一家庭收養，整個故事的情節有
如謎圖般，一塊一塊地併合完成。見證了上帝的攝理遠遠超過帝王的權勢，
即使摩西一出世必面臨生命的危險，但只要是上帝所揀選和保守的，再危險
的環境也動不了他的一根汗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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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服事 本主日8/24 下主日8/31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 45人, 小孩：5 

主日奉獻 ：$1,430 
發展: $200  Dr. 駱：$300 
高雄: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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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桂榮 陳淵泉 
司 琴 許鴻玉 黃瑞鳳 

招待/整理 白建一/王玲瑜 陳淵泉/曾惠美 
愛 餐 陳麗嬋 李秀卿 

敬拜讚美 王旭昭 許登龍 
獻 詩 台167首 台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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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分享。2 pm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林彥哲兄。 
3. 下主日(8/31) ：1:30 pm 講道分享。2 pm 遠藤周作的「沉默」/蕭桂

榮兄。 
4. 咱教會將於 9/6-9/7 舉行靈修會，主題： 耶穌語錄 vs.台灣俗諺。 

講師：陳主顯牧師。請兄姊預留時間，並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 
9 月 6 日 (六) 09:15-10:45 序說：耶穌語錄與台灣俗諺的基本概念  
11:00-12:30 耶穌的勸戒式格言 vs. 台灣勸善俗諺  
12:30-13:30 午餐 (Lunch)  
13:30-15:00 耶穌的格言式福諺 vs. 台灣福氣俗諺  
15:30-17:00 耶穌的「我是」諺語 vs. 台灣的神明俗諺  
9 月 7 日 (日) 證道：在愛中建立自己 (Eph. 4: 11- 16)  

5. 9 月 13 日 (六) 社區音樂會，請大家邀請朋友同鄉來欣賞。 
6. 第三季 Food Drive 於 9 月 30 日截止！ 
7. 長執會通過為高雄救災及幼兒眼癌募款，若有感動請支票開給

LITC，並註明用途。8 月底截止。 
代禱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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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妙玲姊、Jean Ling、 
洪傳雄兄、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2.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 

8月24 日 
林前 7:1-16 歌 
3:1-5 代下 1-2  

8 月25 日 
林前 7:17-40 歌 
3:6-11 代下 3-4 

8 月26 日 
林前 8 歌 4:1-7 代下

5  

8 月27 日 
林前 9 歌 4:8-16 代
下 6 

8 月28 日 
林前 10:1-22 歌 5:1-9 代
下 7-8 

8 月29 日 
林前 10:23-11:1 歌 
5:10-16 代下 9-10  

8 月30 日 
林前 11:2-16 歌 6 代下 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