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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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安靜默禱、為今日的崇拜預備心、等候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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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願單屬祢 敬拜小組/會眾 

                   主永不離你(第 397 首)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聖靈工作（#8）               司會/會眾 

     獻詩 Anthem                                     十架為我榮耀（第 138 首）                     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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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Message      神神神神 人人人人 合合合合 一一一一 鄭隆保牧師 
    經文                          約翰福音 14:16-27 

回應聖詩 Hymn          在主日作主工（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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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司會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殿樂殿樂殿樂殿樂 Postlude                                                                                   會眾/司琴                   （請安靜在坐位上、為今日所領受的信息思想、默禱、感恩）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消消消消    息息息息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竭誠歡迎今日第一次與我們一同崇拜主裡的兄姊和朋友們，請你自我介紹好讓我們認識你。會後請參觀我們的各級主日學課，並留下來共享愛餐。 【教會主題教會主題教會主題教會主題】今年教會的主題「在基督裡團契成長」盼望你已屬於一個團契，與契友一同研究聖經 探討真理了。若在團契生活上不明白、或不知該去那個團契較適合，請與團契部周傑執事聯絡。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圖展圖展圖展圖展】】】】參觀這次的宣教歷史圖片展，將使你瞭解過去兩百多年、外國宣教士是如何面對古老 保守落後的中國，文化的差異、認知不同所產生的誤會衝突，忍耐克服生活起居上的困難，為了愛中國人所付出的犧牲、甚至生命⋯⋯ 

1) 本周四（19日）上午十時，在本教會室內球場，將一連舉行四天的馬禮遜來華宣教兩百周年歷史圖片展＂本次圖片展由台灣宇宙光，北美伯特利中心，國度影音事奉中心，及我們第一华人 基督教會主辦。夏威夷基督教聯會各教會協辦。 

2) 展出三百幅巨型掛圖的同時，有不同宣教機構、宣教師擺設攤位、發送贈品、介紹不同的宣教區域、方式，可讓基督徒參與各種宣教的活動，歡迎弟兄姐妹帶親朋好友來參觀。 

3) 3月 19~21日每晚 7：30~9：30PM，將有宇宙光林治平教授和他團隊的分享，並有宣教影片的觀賞。請弟兄姐妹把握難逢機會傳遞好消息。 

4) 3月 21日（周六）節目安排： 

� 9:00 ~10:30AM： 1-a 宇宙光專題分享；1-b 白寶珠宣教士電影播放 

� 11:00 AM ~ 12:00PM： 2-a 宇宙光專題分享； 2-b 黃和美宣教士電影播放 
� 1:00~ 3:00PM： 3-a 宇宙光專題分享；3-b 沈秋香宣教士電影播放 
� 3:30~ 5:30PM： 4-a 宇宙光專題分享； 4-b IMB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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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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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感恩與代禱    
 
 

� 這次「馬禮遜」宣教圖展的單張、幾次發行更新，越來越好。謝謝同工們的辛勞、用心。請你用禱告的心發出去，求主釋放人的腳步來看、心被恩感。 

� 請為這次圖展的好天氣、客人來的路途平安、展期中的秩序順暢代禱。 

� 為主持節目的機構，工作同工的身心靈健康、求主加力量，一切榮神益人 

� 上週一 3/9下午 4:33鄭小娟、陳曉傑夫婦喜得一子、取名：加勒，重 8lb 6oz，恭喜！ 

� 3/9日下午兩點半，我們的程老牧師順利的到了一家 home care，今後將會有專人來照顧。請繼續關心紀念代禱，想探訪程師母及程牧師者、請與肖雪姊妹聯絡。 

� 我們的客人將陸續的到來，謝謝負責接機、招待、開放家庭的弟兄姊妹。 

� 圖展期間需要教會總動員積極邀請人來叁會，求主興起宣教熱潮，禱告求主使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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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次來協助我們「圖展」的 Kevin弟兄，他在台灣的兄弟由二樓跌下現已入院，請禱告紀念，求神醫治、很快的得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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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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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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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01010101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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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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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副副副牧師：牧師：牧師：牧師：John D.LeeJohn D.LeeJohn D.LeeJohn D.Lee    李福安李福安李福安李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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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4:21    
有有有有 了了了了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命命命命 令令令令 又又又又 遵遵遵遵 守守守守 的的的的 ，，，， 這這這這 人人人人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愛愛愛愛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 愛愛愛愛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必必必必 蒙蒙蒙蒙 我我我我 父父父父 愛愛愛愛 他他他他 ，，，， 

我我我我 也也也也 要要要要 愛愛愛愛 他他他他 ，，，，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要要要要 向向向向 他他他他 顯顯顯顯 現現現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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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8/2015 中文堂主日崇拜參加人數 138人，奉獻＄3,063.00 爲“風雨彩虹圖展”特別奉獻：$3,870.00（03/01）； $1,800.00（0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