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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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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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詩篇 119).........................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出埃及記12:1-14..........……......  司會  

獻詩 Choir: 台119首....……..……....…….…….………..…..詩班  

講道 Sermon: 上帝奇妙的大作為.......…..…….…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309 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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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詩篇105:2.. .............…….…......…....…會眾 

著向伊吟詩，向伊唱歌謳咾！談論伊一切奇妙的所行！ 

Sing to him, sing praise to him;    tell of all his wonderful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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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台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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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救贖計畫通常是透過屬世和屬靈的律法來進行。如同我們

在主日學所討論的，上帝運用自然法則來行事，而神蹟當然也是

祂的一種行事方式。為了讓埃及和以色列民認識以色列神的大能

力，上帝氣勢磅礡的降下十災，喚醒他們已經逐漸消磨殆盡的信

仰。一方面證明祂並未遺忘祂的選民，同時也讓埃及心服口服地

無條件任由成千上萬的奴隸離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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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下主日9/21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賴鴻毅牧師 

禮拜:成人: 50人, 小孩：3 

主日奉獻 ：$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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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陽明 謝克明 

司 琴 黃婷玉 白建一 

招待/整理 陳明宗/陳秀名 張子寬/李哖 

愛 餐 Vicky 蘇秋莉 

敬拜讚美 謝克明 張富雄 

獻 詩 台119首 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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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林皙陽牧師。 

3. 下主日(9/21) ：1:30 pm講道分享。2 pm賴鴻毅牧師詩歌見證。 

4. 咱教會第四屆社區音樂會已於昨日完滿結束，感謝許鴻玉老

師、賴鴻毅牧師、許世明、Noah、黃瑞鳳姊和詩班的精采演出，

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的辛勞。 

5. 禮拜一(9/15)11:00 AM-12:30PM在 Vicky Hu家舉行查經。 

6. 9月 27日(六) 5 pm 在 Dorothy 的新家舉行家庭禮拜，6 pm 一家

一菜聚餐。地址：268-10 82nd Avenue #126A New Hyde Park, NY 

11040。Tel：516-582-1922。 

7. 台灣教會公報將於 10/12來咱教會請安、募款、報告，有負擔

者，支票請註明為公報社。 

8. 感謝上帝和兄姊的代禱，秀慧姊手術一切順利！請大家繼續為

她的復原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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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林後 7:2-16 伯 9:1-20 

代下 33:1-34:33 

9 月15 日 

林後 8 伯 9:21-35 

代下 35:1-36:23  

9 月16 日 

林後 9 伯 10 拉 

1:1-2:70  

9 月17 日 

林後 10 伯 11 

拉 3:1-4:24 

9 月18 日 

林後 11 伯 12 拉 

5:1-6:22  

9 月19 日 

林後 12 伯 13 拉 

7:1-8:36  

9 月20 日 

林後 13 伯 14 拉 

9:1-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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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ev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