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年 月 日上午 時

Order Of Worship
2012 10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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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A (Eng. 62 ) …....……........ ...... 眾立
祈禱
眾立
Prayer
主禱文 Lord’s Prayer ….……….…………….……....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 會眾
啟應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 9 (Psalm 32)
兒童讀經 Youth Scripture Reading: Isaiah 53:4-12 .. .. Jeff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以賽亞書 53:4-12 .. .. ....
司會
獻詩
Choir: 台 376…...….…...….…...…...…...…..
詩班
講道
Sermon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 ... 林珊宇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275 至好朋友是耶穌....... …... ….. 有志
奉獻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以賽亞書 53:3
會眾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司會
頌榮
Hymn 台 499
……...……...…..... …...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 .. 林珊宇牧師
殿樂
司琴
Postlude …………...………………..

今日講道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difficult tim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What we see is a
chaotic, messy, oppressive world. I, for one, feel discouraged and angry. How do
we deal with our anger and bitterness? Where does God call us? God shows us
where hope lies and how to act in the midst of this difficult time. That is the gift of
Christ and Christ's revelation of the radical love of God. How will you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at God loves us?

每日讀經：

月 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
10月22日
提前 伯 38:22-41 提前 4 伯 39 耶 38 提前 5 伯 40 耶 39- 提前 6 伯 41:1-11
40
耶
耶 41-42
10月25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提後 1 伯 41:12-34 耶 43-44 提後 2 伯 42 耶 45-46 提後 3 賽 1 耶 47-48
2012年教會主題: 在基督裡生根建造 (歌羅西書2：6-7)
教會網站： http://www.taiwanesechurch.net
10 21
3
37

報告及介紹：
主日服事 本主日 1 0 / 2 1 下主日 1 0 / 2 8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道
林 珊 宇 牧 師 林 皙 陽 牧 師 禮拜出席: 成人33, 小孩 3
司會
楊 士 宏 蕭 桂 榮 一般奉獻：$1,180
司琴
洪 育 穗 黃 婷 玉 每週聚會活動：
招待/整理 林彥哲 / 陳麗嬋 陳介精 / 林秀慧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10:20-40am 祈禱會
愛餐
王 玲 瑜 李 秀 卿 禮拜日
12-12:30聖歌練
敬拜讚美 張 富 雄 王 旭 昭 10:40-50;
2:00pm 查經、社區義
獻詩
台376
台493
診、乒乓球及其他活動
Youth SS
Eileen
Doug/ Karen
本週金句：
本週金句：(以賽亞書 53:3)
伊受看輕，互人放拺；受多多苦痛，常常抵著憂悶。伊受看輕，親像互人
掩面呣看的一樣；咱亦無尊重伊。。
He was despised and rejected by mankind,a man of suffering, and familiar with
pain. Like one from whom people hide their faces he was despised, and we held
him in low esteem.

報告及介紹：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午餐，交誼及參加各項活動。
今日的活動：1:30 pm 講道回應。2:00 pm 教會史，林牧師主理。
下主日(10/21)活動：1:30 pm 講道回應。2:00 pm 查經：山上寶訓 II。
4. 長執推選：年底將退任的長執有：陳麗嬋、王玲瑜、蘇秋莉、與 許翠蝶
(可再選連任)。 提名小組成員四位：陳麗嬋、王玲瑜、蘇秋莉、陳介精。
5. Food Bank 至下禮拜(10/28)截止，請會友繼續努力捐獻。
6. 恭喜駱維仁博士於 9月22日榮獲玉山神學院榮譽神學博士。
7. 10/27 (六)秋季郊遊：地點 Sagamore Hill Picnic (Theodore Roosevelt Home
and Farm Park)。20 Sagamore Hill Road, Oyster Bay 11771。Direction: LIE

1.
2.
3.

exit 41North (Route 106) to Oyster Bay then follow road signs.
Activities:
12PM-130PM:
Picnic next to Visitor Center
Walk around Roosevelt Home
1:30 PM:2:30PM: Visit Roosevelt museum (Film and exhibition)
2:30PM-4:30PM: Hiking Around Natural Trail

代禱事項：

請大家同時在每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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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貞惠姊、Jean Ling、許右龍先生、洪傳雄先生、
許鴻玉姊的母親、陳水扁總統、高俊明牧師以及 Jinnee Santiago 代禱。
2.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今年度事工代禱。
3. 請為美國的大選代禱，願神的旨意行在其中。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