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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頌頌頌頌讚讚讚讚····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Praises and Prayers 

         序樂 Prelude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崇拜聖詩 Hymn           聖哉聖哉聖哉(第 1 首) 眾立 

  禱告 Opening Prayer           懇求主垂聽 鄭隆保牧師  
  頌讚詩歌 Songs of Praise               阿爸父 敬拜小組/會眾 

                   新年來臨 (#603)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患難有益（#47）               司會/會眾 

     獻詩 Anthem                                          我們要頌讚真神                                   詩班 

孩子獻詩 Anthem                           God is always with me                       鄭牧師孫女 

感恩见证                                 鄭敏惠一家 

二二二二、、、、證道證道證道證道    Engaging the Word 

                信息 Message         從從從從 苦苦苦苦 水水水水 到到到到 甘甘甘甘 泉泉泉泉 鄭隆保牧師 
    經文                          出埃及記出 15:19-27  

回應聖詩 Hymn          堅立在應許上（第 337 首 1、2 節） 會眾  
三三三三、、、、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Lord’s Supper        鄭隆保牧師 

    聖詩 Hymn             爲我受傷（第 142 首 1、2 節） 會眾    

          

四四四四、、、、樂獻樂獻樂獻樂獻
    
Tithes and Offerings                                                                                                                                                                        信徒    

                奉獻祈禱    Offertory prayer                                        司會 

    三一頌 Doxology             讚美一神（聖詩首頁） 眾立 

五五五五、、、、祝禱祝禱祝禱祝禱 Benediction  鄭隆保牧師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眾立 
 

六六六六、、、、歡迎與報告歡迎與報告歡迎與報告歡迎與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司會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殿樂殿樂殿樂殿樂 Postlude                                                                                   會眾/司琴                   請各位在坐位上默禱、等到殿樂結束後才離座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消消消消    息息息息     【新年問候新年問候新年問候新年問候】本主日是 2015 年第一個主日，在此祝願 弟兄姊妹新年蒙新恩，身體健康，靈命 成長，家庭美滿。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今日是今年第一個聖餐，讓我們在紀念主耶穌為我們受難、釘在十字架上的鴻恩，同 時也思想：蒙恩之餘，我能為主作什麼？該為祂作什麼？我能為教會作什麼？以便過與蒙恩相 稱的生活！ 【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本週四（8日）晚上七時半，將在多功能廳召開＂擴大同工會＂歡迎愛主、愛教會 的弟兄姐妹來參加，我們同心為來年教會的成長尋求主的啟示。對過去一年主賜的穩定、稍微 的成長來感恩；我們一起檢討事工、集思廣義、如何使教會茁壯、更快速的成長？極需要你的 參與，請撥空參加。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歡迎今天第一次來到與我們一起敬拜的朋友、以及主內弟兄姐妹，請站起來自我介紹， 讓我們熱烈歡迎你的到來。會後請坐在旁邊的弟兄姐妹、接待他們參加主日學，請他們留下來 與我們共享愛餐。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今日董慕琴姐妹的主日學、繼續觀賞「耶穌傳」的下集，下禮拜天恢復正常。 【教會主題教會主題教會主題教會主題】今年教會主題是＂在基督裏團契成長＂，希望教會全體弟兄姊妹都能歸屬一個團契，在團契中藉詩歌讚美、禱告、學習聖經，互相關懷；操練過彼此相愛 的生活。使靈性成長、向四面發出光、鹽的功能和貢獻。 【洗禮洗禮洗禮洗禮】上主日下午的洗禮，感謝 神給我們好天氣，會後回到教會的見證會中、受洗的每位 弟兄姐妹見證神的愛怎樣臨到他們，雖然每人信主的過程都不同，但神的愛都相同。感謝讚美主。 下週將會放映洗禮過程，我們大家繼續紀念這些新葡，讓他們在主的真理中往下扎根 向上結果. 【音樂識譜班音樂識譜班音樂識譜班音樂識譜班】下週開始又將有音樂識譜班，時間在下午 1:30-2:30 在多功能教室，歡迎喜歡唱詩、想多學習識譜者、踴躍參加。 【教會通信錄教會通信錄教會通信錄教會通信錄】教會通訊錄準備更新，請大家崇拜后在體育館門口核對個人家庭信息是否正確。 【基督生平基督生平基督生平基督生平】聽見弟兄姐妹如何克服＂基督生平＂備課的困辛，逐漸有心得、有成就感，為你們慶賀加油！再過兩個多禮拜，又是我們一起、在這課程上切蹉的日子啦。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1月 18 日聯合崇拜以後召開會員大會，通過教會 2015 預算，請大家留步參加。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聖聖聖聖    工工工工    輪輪輪輪    值值值值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崇拜時間崇拜時間崇拜時間崇拜時間    證道證道證道證道    司會司會司會司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1/11/14 08:45am 董許慕琴傳道 黃永明    01/18/14 10:00am 鄭隆保牧師 錢立石 聯合崇拜   01/25/14 08:45am 李前明牧師 李天明  司司司司    餐餐餐餐 周  捷，范國賓，黃永明，張杏嬋，關麗娟，顏莉蒞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范國賓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余學忠  指指指指    揮揮揮揮    鄭何靜姝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周愛民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司捐司捐司捐司捐    莊淬，何良洪，謝寶玉，施宇婷     



     
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    

•  

 

 

� 請為出門的兄弟姐妹旅程平安代禱，願主的恩言成全：＂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

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 鄭師母日前著涼、傷風、感冒、咳嗽，求主醫治，請代禱！ 

� 目前天氣變化、請大家注意身體保暖。凌師母感冒咳嗽厲害卻不停止侍奉，顏莉蒞燒

退後馬上回來侍奉，是眾人好榜樣，感謝 上帝醫治她們。 

� 李艾碧文姐妹入院期間，有多位兄姊愛心探訪，現已出院回家，感謝 主。 

� 鄭牧師夫婦三女 Mary、年初乳癌開刀，經化療、電療，她靠主剛強，目前治療告一段

落。今天她全家來在我們當中見證 神的信實，並謝謝各位的代禱。 

� 禱告是我们得力量的來源，讓我們更多經歷 神。請參加主日早晨 8：00，及週三晚上

7：30 在#207 教室的禱告會。  
教會崇拜與團契活動教會崇拜與團契活動教會崇拜與團契活動教會崇拜與團契活動    

    

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    
                        The The The The     First First First First     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        Church Church Church Church     of of of of     ChristChristChristChrist        inininin    HawaiiHawaiiHawaiiHawaii                                                中中中中    文文文文    堂堂堂堂    週週週週    刊刊刊刊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今年主題今年主題今年主題今年主題：：：：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團契成長團契成長團契成長團契成長    
 

                                    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KekKekKekKekapa apa apa apa     LeeLeeLeeLee 李牧師李牧師李牧師李牧師    

副副副副牧師：牧師：牧師：牧師：John D.LeeJohn D.LeeJohn D.LeeJohn D.Lee    李福安牧師李福安牧師李福安牧師李福安牧師        
                                                                                        顧問牧師顧問牧師顧問牧師顧問牧師::::JonaJonaJonaJonatttthan Chenghan Chenghan Chenghan Cheng 鄭隆保鄭隆保鄭隆保鄭隆保             電話：（808）593-9046          傳真：（808）593-2145                                      網址：www.fccchawaii.org        電郵：fcccadm@gmail.com 

 教會地址：1054 South King Street, Honolulu, HI 96814 

 

����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背背背背 誦誦誦誦 經經經經 文文文文：：：：出出出出 15:26     
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誡命留心聽我的誡命留心聽我的誡命留心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守我一切的律例守我一切的律例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將所加於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我就不將所加於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我就不將所加於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我就不將所加於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地地地點點點點 負責人及聯絡方式負責人及聯絡方式負責人及聯絡方式負責人及聯絡方式 晨更禱告會 主日   8: 00-8:30am 聖台後靈修室 牧    師 (783-9067) 主日崇拜 主日   8: 45-10:00am 禮拜堂 林彩雲 (377-9608) 成人主日學 主日  10:30-11:30am 四育堂MP室 錢立石 (554-3908) 青少年兒童 
主日   9:00-10:00am 

10:30-11:30am 

教育樓一樓分班 (英語) 教育樓 207室 (英語) 
張麗麗 (561-2491) 愛宴 主日 11:45am-12:45pm 四育堂 1月份校園團契负责 詩班練習 週三   7:30-9:30pm 詩班練習室 楊飛虎 （395-5887） 香柏樹團契 週四   9:30-11:30am 四育堂MP室 張杏婵, 鄒芝環 (396-9149) 校園團契 週五   7:30-9:30pm 夏威夷大學商學院 金飛飛 (225-2726) 嗎哪團契 A 週五   7:30-9:30pm 教育樓 207室 焦順興, 黃振華 (462-6461) 嗎哪團契 B 週六   7:30-9:30pm 教育樓 207室 周    捷, 陳曉杰 (386-4247) 12/28/14 中文堂主日崇拜參加人數 158人，奉獻 ＄4，3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