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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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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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MT6:25-34)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帖撒羅尼迦前書(1 Thessalonians) 5:1-11. ......司會

獻詩

Choir: Kyrie 台307B 首..............................................詩班

講道

Sermon: 光明之子............. ….………….……林皙陽牧師

代禱時間

prayer for healing and strength.……..…...…....…....眾立

回應詩

Hymn: 台350 首................ ….………....................... 眾立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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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帖撒羅尼迦前書(1 Thessalonians) 5:8.........會眾

若是咱屬日時的著節制，穿信及仁愛做護心鏡，用得救的向望做頭盔
But since we belong to the day, let us be sober, putting on faith and
love as a breastplate, and the hope of salvation as a helmet.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頌榮

Hymn 台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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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服事
本主日11/16
證道
林皙陽牧師
司會
陳麗嬋
司琴
黃瑞鳳
招待/整理 黃政賢/許慧娟
愛餐
許翠蝶
敬拜讚美
張富雄
獻 詩
台307B 首

下主日11/23
林珊宇牧師
蕭桂榮
白建一
張子寬/李哖
一家一菜
許登龍
感謝上帝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41人 小孩:4
主日奉獻 ：$992
玉山神學院：$1,800.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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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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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講座:黃瑞鳳長老主講。
3:30pm 電影欣賞：地獄門（じごくもん）。
3. 下主日(11/23) 咱教會歡渡感恩節(一家一菜)。2:00pm 開始有感恩節
同樂活勳，由桂榮兄與陽明兄主持。請邀親朋來共慶佳節。
4. 秋季會員大會已選出新長執：長老：楊士宏(連任)。執事: 曾惠美(連
任) 、凌旭勢、陳秀名。感謝林秀慧執事、許翠蝶執事盡心盡意盡
力的疼上帝、疼教會，願上帝親自紀念她們的辛勞。
5. 11 月 17 日(一) 11:00 AM-12:30PM 在 Vicky Hu 家有查經。
6. 長執會通過為玉山神學院奉獻，若有負擔請支票寫給 LITC，並註
明為玉神奉獻，11 月 23 日截止。
7. 今年咱教會將參與 “Shoebox Gift for Kids” 的活動，請將各式各樣
的禮物，包括玩具(不用貴重)、兒童書、文具、盥洗用具等，和$7
奉獻支票(抬頭：Samaritan's Purse，memo 註明：OCC) 放入鞋盒，
外盒請註明年紀：2-4, 5-9, 10-14。Samaritan's Purse 將使用$7 的郵
費寄到世界各地，送給收不到聖誕禮物過節的小朋友。 11/23 截止,
希望大家一起來響應這項活動!需要奉獻信封的人請向牧師娘索取。
8. 第四季 food drive 已經開始，請踴躍參與！
代禱事項：
1. 感謝神賜給咱新一年度的長執。請為牧師、新舊長執及同工代禱，
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2. 請大家在每晚 10:32 讀詩篇 103:2-3 為教會的發展及身心靈欠安的兄
姊和親友祈禱。特別為冠傑兄、Jean Ling、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3.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保羅說，你們已經藉著主耶穌得著拯救，成為光明的人，是屬於
白晝的，此後要警醒度日，忘掉過去黑暗的日子，向前迎接新的
前途和希望。如何向前迎接新的希望呢？保羅說，在屬靈的爭戰
中，如果能持續在信、望、愛等信仰功課上發揮力量，我們的心
就可以阻擋所有的誘惑了。

每日讀經：

-------------------------------------------------------------------------2014年教會主題：同心起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4:16)

11 月20 日

11 月16 日

11 月17 日

11 月18 日

11 月19 日

雅 1 賽 21結
29:1-30:26

雅 2 賽 22結
31:1-32:32

雅 3 賽 23結
33:1-34:31

雅 4 賽 24結
35:1-36:38

11 月21 日

11 月22 日

雅 5 賽 25 結 37:1-38:23

彼前 1 賽 26結 39:1-40:49 雅 5 賽 25 結 37:1-3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