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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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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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詩篇 51).........................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以弗所書 4: 11- 16..........……......  司會  

獻詩 Choir: 給我造一個清潔的心,主啊…….………..…..詩班  

講道 Sermon: 在愛中建立自己.......…..…….…陳主顯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341 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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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以弗所書 4: 16..….…......…...…....…會眾 

對佇伊全身結合聯絡，就是對百節的相接應， 
照逐體該然的運動，致到身軀愈長大，佇仁愛家己起造 

From him the whole body, joined and held together by every 
supporting ligament, grows and builds itself up in love,  

as each part does it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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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台 507 首.... .. ...........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陳主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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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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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愛，基督耶穌的教會是愛的團體，信耶穌的人在「愛的教會」

中建立自己。「建立自己」可有三層靈性歷程： 

1)清楚意識到上帝在基督的愛的宗教經驗； 

2)追求信仰知識的長進：「我知，我所信的！」； 

3) 參與信仰團契的生活，活用上帝百般的恩賜。 

信上帝，愛人、愛己，日日在愛中求長進。 

 
 

    

主日服事 本主日9/7 下主日9/14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陳主顯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 33人, 小孩：2 

主日奉獻 ：$836 

發展: $200  眼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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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彥哲 陳麗嬋 

司 琴 蘇秋莉 黃婷玉 

招待/整理 謝克明/蔡淑芳 張子寬/李哖 

愛 餐 李桔 Vicky 

敬拜讚美 楊士宏 謝克明 

獻 詩 給我造一個清潔的心,主啊 台119首 

報告及介紹：   

1. 感謝陳主顯牧師夫婦帶領咱今年的靈修會，讓兄姊之靈命得獲造

就，願上帝親自紀念他們的辛勞。陳牧師曾任教於台南神學院、

菲律賓 Southern Christian College、漢堡大學，教授系統神學和倫

理學。1988年與陳美娜牧師旅居德國，專任寫作，並協助德國及

維也納台灣人和華人教會工作。陳美娜牧師為德國滿恩慈聖約翰

教會退任牧師。曾經任教台南神學院、德國教會宣教部(EMW)、

歐洲基督教會更新計劃主任，寫有許多「歐洲教會靈性復甦」之

類的專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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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日活動：1:30 pm 講道分享。2 pm  "Persecution has never ended."  

 陳美娜牧師 (Rev. Dr. Bettina Opitz-Chen)。3:30 pm 長執會。 

4. 下主日(9/14) ：1:30 pm講道分享。2 pm 教會歷史/林皙陽牧師 

5. 9月 13日 (六) 2 pm社區音樂會，請大家邀請朋友同鄉來欣賞。 

6. 感謝兄姊的愛心，高雄救災共募集$1,425、幼兒眼癌$260、駱維

仁博士慰問金$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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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7 日 

林前 15:35-58 伯 2:11-13 

代下 23:1-24:27 

9 月8 日 

林前 16 伯 3 

代下 25  

9 月9 日 

林後 1:1-2:4 伯 4 

代下 26:1-27:9  

9 月10 日 

林後 2:5-3:6 

伯 5 代下 28 

9 月11 日 

林後 3:7-4:18 伯 6 代

下 29  

9 月12 日 

林後 5:1-6:2 伯 7 代

下 30  

9 月13 日 

林後 6:3-7:1 伯 8 代下 

31: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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