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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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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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1.…  司會  

獻詩 台487 首.......................................................詩班  

講道 Sermon: 題目:過紅海的啟示.......…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449 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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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出埃及14:31..................…....…會眾 

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

又信服他和他的僕人摩西。 
 And when the Israelites saw the mighty hand of the Lord displayed 
against the Egyptians, the people feared the Lord and put their trust in 
him and in Moses his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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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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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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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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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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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人因神跡而信 

 2. 有人卻通不過神跡 

 3. 過紅海的意義? 

 4. 台灣人有過紅海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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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下主日10/5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30人,小孩: 
主日奉獻 ：$652 
TCN:$300; Rev.Lai:$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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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練習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司 會 陳秀名 許登龍 

司 琴 陳孜怡 白建一 

招待/整理 蕭桂榮/李桔 陳介精/林秀慧 

愛 餐 蔡淑芳 蔡淑芳 

敬拜讚美 許登龍 楊士宏 

獻詩 487 242 

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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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煥豪/藝術欣賞。 

3. 下主日(10/5) 1:30 pm 講道分享。2 pm 陳明宗/妳，我，他之

Q and A 

4. 第三季 food drive 於今日截止，請踴躍參與！ 

5. 紐約台灣同鄉會難得邀請到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先生於

10/10 晚上 7:00，假法拉盛喜來登飯店鳳凰廳，舉辦公開演講。若

要參加,詳情請電洽林雅玲 (917-359-4154), Wesley Chen 

(973-868-7240). 演講門票和晚餐便當:$5 元 

6. 台灣教會公報 (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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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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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 

9 月28 日 

弗 2 伯 21:1-21 斯 

3:1-4:17 

9 月29 日 

弗 3 伯 

21:22-34 斯 

5:1-6:14 

9 月30 日 

弗 4 伯 22斯 

7:1-8:17 

10 月1 日 

弗 5 伯 23 斯 

9:1-10:3 

10 月2 日 

弗 6 伯 24耶 1:1-2:37 

10 月3 日 

腓 1 伯 25耶 3:1-4:31 

10 月4 日 

腓 2 伯 26耶 5: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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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ev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