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10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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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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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詩篇 27)...............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出埃及17:1-7.…  司會  

獻詩 台242 首.......................................................詩班  

講道 Sermon: 題目:信心之敵 ... ...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297 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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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出埃及17：2..................…....…會眾 

他們又埋怨摩西說：「給我們水喝吧。」摩西回答：「你們為甚

麼埋怨？為甚麼要試探上主？」 

 So they quarreled with Moses and said, “Give us water to drink.” 

Moses replied, “Why do you quarrel with me? Why do you put 
the Lord to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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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 台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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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怨天尤人，這個人的情緒很容易會波及到旁人。 

2. 「口出怨言」的始祖。 

3. 沒信心才「口出怨言」。 

4. 如何防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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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下主日10/12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陳惠世牧師 禮拜:成人:51人小孩:3 
主日奉獻 ：$1,310 
TCN:$100;  
Devel Fund:$200 

禮拜二，五6:30 pm 乒乓球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

會10:40-50;12:00-30聖

歌練習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司 會 許登龍 陳介精 

司 琴 白建一 黃婷玉 

招待/整理 陳介精/林秀慧 柯陽明/黃豐一 

愛 餐 李 哖 楊智惠  

敬拜讚美 楊士宏 陳哲卿 

獻詩 242 22 

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            

1. 士宏兄因腸子嚴重發炎,緊急在 Arizona 醫院療養中,熱度已

退,只能進液體食物請大家為他禱告,求主保守,平安回來。 

2.2.2.2. 今天是世界聖餐日，希望透過此再次省思我們的信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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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今日活動：1:30 pm 講道分享。2 pm 陳明宗/妳，我，他之 Q and 

A。3：30pm 長執會    

5.5.5.5. 下主日(10/12) 1:30 pm 講道分享。2 pm 教會公報社陳惠世牧

師前來報告社務，請關心代禱。    

6. 第四季 food drive 於今日開始，請踴躍參與！ 

7. 紐約台灣同鄉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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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早定位。 

8. 長執會通過為教會公報社及台灣聖經工會奉獻，若有負擔請在支票

註明為 TCN (公報社)或 TBS(聖經公會)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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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5 日 

腓 3 伯 27耶 

7:1-8:22 

10 月6 日 

腓 4 伯 28 耶 

9:1-10:25 

10 月7 日 

西 1 伯 29 耶 

11:1-12:17 

10 月5 日 

腓 3 伯 27耶 

7:1-8:22 

10 月9 日 

西 3 伯 31:1-23 耶 

15:1-16:21 

10 月10 日 

西 4 伯 31:24-40 耶 

17:1-18:23 

10 月11 日 

帖前 1 伯 32耶 

19: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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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ev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