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02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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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首 - 上帝設立安息聖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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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salm 65)...….….........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得記 2: 1-3,6-9, 20;
4:13-16 ………………………………………...............司會

獻詩

Choir: 台242首 - 主, 求你憐憫我.............................詩班

講道

Sermon: 蒙福的財主 …………...........… 楊宜宜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488首. 透早去撒好種…..…...…....…....眾立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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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Proverbs(箴言) 10: 22 .….... ….... 會眾

耶和華的賜福使人好額, 也無參憂悶佇(ti)內面。
The blessing the Lord brings wealth, and he adds no trouble to
it.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頌榮

Hymn 台 512 首 - 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楊宜宜牧師

殿樂

Postlude

司會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財主進天國較難嗎? 財主若像路得記男主角波阿斯那樣: 敬虔愛
人、體貼慷慨又有責任感, 進天國就不是難事。以色列人的祝福
是包括後裔(多子多孫)，產業(土地)多多，贏過敵人。耶和華的
賜福使人好額, 但是無參憂悶在內面。

主日服事
本主日02/01
證道
楊宜宜牧師
司會
凌旭勢
司琴
翁妙玲
招待/整理 歐昭松/許翠蝶
愛餐
陳麗嬋
敬拜讚美
陳哲卿
獻 詩
台242首

下主日2/08
林興隆傳道
柯陽明
江維中一家
黃政賢/許慧娟
陳美美
楊士宏
江家三重唱

上週出席奉獻
1/25禮拜:成人:40人 小孩:6
1/25奉獻: $.991
Develop Fund:
2015 Lunch Fund: $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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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誼及參加各項活
動。
2. 彥哲兄已於拜二(1/20)，膽囊手術，很順利, 感謝上帚。今在家 靜養，
很怏就會恢復日常活動。請繼續為他禱告，求主保守他平安
3. 今日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
2pm 專題：台灣史(2) / 楊宜宜
牧師主理。
3:30pm 召開長執會。
4. 下主日(2/08) 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
2pm 信仰分享：查經 /
林興隆傳道主理。
5. 2014 年度報稅資料已經整理完竣，請向會計組王玲瑜姊領取。
6. 為今年(2015)的午餐, 請開支票給教會，並註明 Lunch Fund(或午餐).
7. 冠傑兄要向大家請安, 他身體安好平順, 與子女作伙生活，快樂又溫
馨。感謝上帝的恩典。他現居 Tallahassee, FL, (電話) 850-386-5196
代禱事項：
1. 為主日學事工及 6-9 年級的作業輔導能有效植入社區服務代禱。
2. 請祈禱為求上帝賜給台灣有清廉，公正，才能的政府，也求主保守這
個機會能永續造福台灣人的子孫萬代。也為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3. 為牧師，長執，新同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4. 請在每晚 10:32 讀詩篇 103:2-3 來為教會發展以及身、心欠安的兄姊
及親友祈禱。特別為林牧師的爸爸、陳水扁總統代禱。
每日讀經：
2 月1 日
太 22:23-46 詩
30 出 1

2 月2 日
太 23 詩 31 出 2

2 月3 日
太 24:1-35 詩 32
出 3:1-4:3 出
3:1-4:31

2 月6 日
2 月5 日
太 25:31-46 詩 35 出
太 25:1-30 詩 34 出 7
8:1-9:35

2 月4 日
太 24:36-51 詩
33 出 5:1-6:30

2 月7 日
太 26:1-35 詩 36 出
10:1-11:10

2015 年教會主題：
「著常常歡喜，著祈禱無息，凡事感謝；因為此個是

上帝 佇基督耶穌向恁的旨意。」帖前(1Thessalonians) 5: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