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5月4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讚美(聖詩)
祈禱(主禱文)
使徒信經
平安禮
啟應
讀經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奉獻
本週金句

報告及介紹
頌榮
祝禱
殿樂

Singspiration ………………………………………... 會眾
Prelude………………………………………………….司琴
Call to Worship……..……………………………..…司會
Hymn:台 180 首.........…………..……..………….....眾立
Prayer (Lord's prayer)... …..………..….....…....…....眾立
Apostles' Creed. ………….………………….……...眾立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22 (詩篇 103)......…....................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彼得前書1:17-23..….............. 司會
Choir: …….......…............…………….. 杏林男声四重唱
"Simple Gift" and "O Promise Me"
Sermon: 用愛心行公義….......….....…….…林皙陽牧師
Hymn: 台 368 首...........................……........................ 眾立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Bible Verse：彌迦書 6:8..…... ….........……...…....…會眾
人啊，伊曾指示你甚麼是好。耶和華愛你甚麼？獨
獨愛你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及你的上帝相及行。
He has shown you, O mortal, what is good. And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Hymn 台 507首.... .. ........... ........…..……....…...….. 眾立
Benediction...……………......….. ...…………林皙陽牧師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作為基督徒，愛心與公義是不可分割的信仰原則。但事實上卻是如
此難以拿捏，沒有一個基督徒能自豪可以在其中保持平衡，我們往
往不知何時該施行公義，何時該有憐憫。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就常
陷入這樣的天人交戰，而面對政治決策或是社會議題，更難以誇口
自己可以明確知道何時該「行公義」，何時該「好憐憫」！但無論
是行公義或是好憐憫，只要偏執一方並自以為義，就容易產生了驕
傲。因此，先知要我們「謙卑的與上帝同行」做為平衡，至於如何
在每日的生活當中，在態度上能謙卑與神同行，卻也考驗每一個時
代的基督徒。

主日服事
證道
司會
司琴
招待/整理
愛餐
敬拜讚美
獻 詩

下主日5/4
林皙陽牧師
陳麗嬋
Jamie
白建一/王玲瑜
王玲瑜
楊士宏
杏林男声四重唱

下主日5/11
林皙陽牧師
謝克明
黃婷玉
陳明宗/陳秀名
一家一菜
陳哲卿
台418首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33人
主日奉獻 ：$ 1,112
發展基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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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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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PM 信仰講座:上帝的約/柯陽明
兄主講。3:30 pm 長執會。
3. 昨日(拜六)在台灣會館有紐約教會聯誼會舉辦的乒乓比賽，成績很滿
意，婦女組第二名, 男仕組第三名。除了感謝選手們的努力之外, 也感
謝兄姊準備午餐、茶水以及到現場加油打氣。咱特別感謝許秀實兄與
蕭桂榮兄的組訓。也感謝 Carol 特別為乒乓球事工奉獻。
4. 李美連師母(故林信堅牧師娘)於四月廿七日安息主懷，享年72歲。訂
於今日(5/4)下午2:30於台南東寧教會舉行追思感恩禮拜。遺族特別感
謝咱教會長期的代禱與關心。願 上主親自扶持、安慰遺族。
5. 5月5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舉行查經。
6. 下主日(5/11)咱欲慶祝母親節，禮拜後由男仕們提供一家一菜及同樂
節目，請邀親友來唱歌，共渡佳節。
7. 恭喜！楊士宏長老與秋莉姊的女兒 Michelle 將於5/10在麻州舉行婚
禮。求神保守並賜福新家庭。
8. EQ Camp 預定在7/1-7/6舉辦，歡迎所有8-15歲兒童參加。全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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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Ling、 洪傳雄兄、以及
陳水扁總統代禱。
2. 請為 Jack chen 在 Kuwait 的軍旅生活代禱。
3.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
5 月4 日
約 2 詩 117 書 1-2

5 月5 日
約 3:1-21 詩 118 書
3-4

5 月6 日
約 3:22-36 詩
119:1-8 書 5

5 月9 日
5 月8 日
約 5:1-15 詩 119:25-32 書
約 4:27-54 詩 119:17-24 書 7-8
9-10

5 月7 日
約 4:1-26 詩
119:9-16 書 6
5 月10 日
約 5:16-47 詩 119:33-40
書 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