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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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權能(第 16 首) 眾立 

  禱告 Opening Prayer          懇求主垂聽（第 634 首） 鄭隆保牧師  
  頌讚詩歌 Songs of Praise               除你以外 敬拜小組/會眾 

                   當轉眼仰望耶穌(#296)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內在平安（#19）               司會/會眾 

     獻詩 Anthem                                         古舊十架（#145）                     香柏樹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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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Message      上上上上 帝帝帝帝 所所所所 賜賜賜賜 安安安安 息息息息 蔡金玲博士 
    經文                            希伯來書 4:1-11  

回應聖詩 Hymn          神的恩言（第 231 首） 會眾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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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祝禱祝禱祝禱祝禱 Benediction  鄭隆保牧師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眾立 

 
 

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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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講講講講員員員員】歡迎蔡金玲博士再一次來到我們當中！蔡金玲博士,先後任教於台北與北美中華福音神學在各地的神學教育,帶領聖經專題講座,教導培訓華人教會的傳道人與教會同工,並參與華神客座教授,以及擔任達拉斯神學院中文網路課程兼任教授等。蔡老師這次來,爲我們講解密集課程“以西結書”，她多次到我們中間幫助我們，深受大家喜愛。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感谢主！歡迎今日第一次與我們一同崇拜的朋友和弟兄姊妹。請起立自我介紹，讓我們認識你。會後請坐在旁邊的兄姊招呼客人參加我們的主日學，並請留下來共享愛宴。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本月開始新的主日學課程，請各位踴躍報名參加，崇拜後請大家移步各主日學課室學習真道。新課程「直奔標竿」乃為基督徒必修課程，從受洗歸主後、了解何謂基督徒的意義，在生活言語上應有怎樣的改變，向親人朋友該如何作見證、傳福音。 【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周二（10日）晚上 7時半，將在多功能廳召開同工會；圖展各小組負責任人、將向同工會彙報各小組準備工作的進展情行，在這最後衝刺的時 刻，務請弟兄姐妹撥空出席、貢獻你的時間、才智，參與營造最完美的的服事，在眾教會、社區中、在神前、呈現第一教會愛中合一、熱忱待人的見證。 【【【【圖展圖展圖展圖展招待招待招待招待】】】】招待組尚缺四位同工，請樂意參與的弟兄姐妹、會後前往餐廳見表格，認定你可以擔任的時段後、向莊淬姐妹報名。招待組請於 3月 18日晚上 7：00在多功能廳接受培訓。 【【【【圖展圖展圖展圖展海報海報海報海報】】】】從新設計、加上公車、地點指引的新版海報、單張已經印好，請弟兄姐妹帶幾份，認定目標，邀請親朋好友來參觀。 【【【【圖展圖展圖展圖展電影電影電影電影】】】】圖展的先遣賣座電影＂沈秋香＂將從 13日起在各教會巡迴演出。 【【【【圖展奉獻圖展奉獻圖展奉獻圖展奉獻】】】】主若感動你願意在「馬禮遜來華宣教兩百年」的圖展上奉獻，支票請寫：FCCC,下行 請註明：為三月宣教圖展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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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8/15 08:45am 蔡金玲博士 周  捷     03/15/15 08:45am 鄭隆保牧師 李天明     03/22/15 08:45am 鄭隆保牧師 錢立石     03/29/15 08:45am 鄭隆保牧師 黃永明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周英世，范國賓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余學忠，黃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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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神！這次為了紀念「馬禮遜來華宣教」兩百年的圖展，教會弟兄姊妹興起了宣教熱忱，分發單張、接機、開放家庭接待。 

� 埃及信奉穆斯林國家中的基督徒、召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逼迫，請迫切為他們禱告求 上帝施行拯救 

� 在埃及有兩位女孩被穆斯林的父親活埋、15天後仍然活著被救起，這神奇故事請到中文佈告欄了解實情。 

� 請繼續為身體、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醫治、堅固他們的信心。 

� 為教會一切聖工、牧者、執事、信徒的需要，大家同心傳揚福音、興旺教會。 

� 為自己禱告、不要停止聚會，主日分別為聖，提前來教會預備、虔誠敬拜 上帝。 

    

3333－－－－6666 月月月月成人主日學課程成人主日學課程成人主日學課程成人主日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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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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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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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 4:6-7    
應應應應 當當當當 一一一一 無無無無 罣罣罣罣 慮慮慮慮 ，，，， 只只只只 要要要要 凡凡凡凡 事事事事 藉藉藉藉 著著著著 禱禱禱禱 告告告告 、、、、 祈祈祈祈 求求求求 ，，，， 和和和和 感感感感 謝謝謝謝 ，，，， 將將將將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所所所所 要要要要 的告的告的告的告 

訴訴訴訴 神神神神 。。。。神神神神 所所所所 賜賜賜賜  出出出出 人人人人 意意意意 外外外外 的的的的 平平平平 安安安安 必必必必 在在在在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耶耶耶耶 穌穌穌穌 裡裡裡裡 保保保保 守守守守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心懷心懷心懷心懷 意意意意 念念念念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帶領同工帶領同工帶領同工帶領同工 課室課室課室課室 主日 10:30-11:30am 從羅馬書看神的救恩 亓蘇偉, 黃振華, 唐際威 四育堂MP室 主日 10:30-11:30am   直奔標杆  錢立石, 李愛蓉 教育樓 207 室 主日 10:30-11:30am   舊約綜覽 趙景霞, 王   山 會議室 主日 10:30-11:30am 浸禮慕道/會員班           金飛飛, 翟雲峰 教育樓 309 室 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負責同工負責同工負責同工負責同工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晨更禱告會 主日   8: 00 - 8:30am 聖台後靈修室 司   會  主日崇拜 主日   8: 45-10:00am 禮拜堂 林彩雲, 范國賓 377-9608 成人主日學 主日  10:30-11:30am 四育堂MP室 錢立石, 趙景霞 554-3908 兒童主日學 主日  10:30-11:30am 教育樓 207室 張麗麗, 李芬芳 561-2491 愛宴 主日 11:45am-12:45pm 四育堂 3月份詩班负责 詩班練習 週三   7:30- 9:30pm 詩班練習室 楊飛虎, 周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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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    兵, 翟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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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傑, 余學忠 386-4247 03/01/2015 中文堂主日崇拜參加人數 138人，奉獻＄3,06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