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2015年 10月 04日上午 8點 45分 

      ⋯⋯⋯⋯⋯⋯⋯⋯⋯⋯⋯⋯⋯⋯⋯⋯ 福 音 鐘 聲 ⋯⋯⋯⋯⋯⋯⋯⋯⋯⋯⋯⋯ ⋯⋯⋯⋯⋯⋯ 

一﹑頌讚·禱告 Praises and Prayers 

    （請安靜默禱、為今日的崇拜預備心、等候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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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4首) 司會 

頌讚詩歌 Songs of Praise                    寶貴十架 敬拜小組/會眾 

       恩典夠用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真正勝利(#75)               司會/會眾 

獻詩 Anthem          奇妙十架 詩班 

二、證道 Engaging the Word 

信息 Message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suffering   Kekapa Lee 牧師 

翻譯 Translator 苦難中拯救的大能    吳天莉姊妹 

經文 Scripture        約伯記 1章 1節, 2章 1-10節 

回應聖詩 Hymn   主永不離你(第 397 首) 會眾 

三、聖餐 Lord’s Supper  Kekapa Lee 牧師 

聖詩 Hymn       痛哉，主血傾流(第 134 首) 會眾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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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Benediction  Kekapa Lee 牧師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眾立 

六、歡迎與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司會 

默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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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消 息 
 

聖餐: 今天是聖餐主日，請弟兄姐妹以虔敬的心進入聖殿，思想主為我們舍身流血的大恩。安靜

等候，敬拜我們的神。  

歡迎：我們誠摯歡迎今天第一次參加我們敬拜的朋友及弟兄姐妹，請你起立自我介紹，會後請

移步體育廳喝茶，並參加我們的主日學，中午與大家一起享用愛宴。  

培靈會：夏威夷華人基督教聯會主辦的培靈會「末世儆醒 殷勤長進」今晚在本堂是最後一講：

「從熱切盼望到殷勤長進」，7:30 pm(粵譯國)開始。請弟兄姐妹都能抽時間來參加。注意：請

本堂弟兄姊妹們盡量泊車在 Kaiser 醫院的停車場上二樓或三樓，因電梯關閉，請泊車後沿著車

道返回教會參加聚會。 

聘牧消息：下週日(10/11)，教會為聘請曾牧師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投票。請留意參與盛舉。 

執事候選人提名：請大家為提名委員會甄選 2016 年執事候選人禱告，提供意見。連絡人：

Puanani Soong 382-9492(英語)；周㨗 382-1820。 

特別奉獻：10 月 4 日本教會將收取資助 UCC 在全美國推行，"幫助鄰舍" 活動的特別奉獻，捐

獻支票給付 TFCCC 並註明 NIN。 

2015 年度義賣會：一年一度的義賣會將於 10 月 25 日舉行，所得款將全部捐給本地和海外的宣

教結構。今天開始預售客家雞飯的票，每份$7.00。10 月 18 日售票截止。希望弟兄姐妹積極參

與並支持這份宣教的事工。購票請與關麗娟(945-0738)或何茜婭(381-7621)聯繫。另徵求義工準

備餐奌，請聯繫 Ginny Young(382-8932)，或電郵 ginny96825@yahoo.com。 

牧者行蹤：鄭牧師夫婦已於週三前往廈門。第二天青年學生紛紛前來請教一些屬靈信仰問題，

又有牧會應該注意的事項……使他們忙得不亦樂乎。主日一早他們就上山赴四天三夜的靈修

會，這次大會主題「待命人生」參與的「紅牌」學子共有八十二位，目的為要深化與會者、對 

神有關末日給我們勸戒的信服，並將所得的帶回個人所屬的小組進行分享與持續的操練。 

主 日 崇 拜 聖 工 輪 值 
 

日期 崇拜時間 證道 司會 備註 

10/04/15 08:45am Kekapa Lee 牧師 范國賓  

10/11/15 08:45am 李愛蓉姊妹 黃永明  

10/18/15 08:45am 凌頌恩牧師 周捷  

10/25/15 10:00am 鄭隆保牧師 錢立石 聯合崇拜 

司聖餐 周捷，周金龍，黃永明，張杏嬋，林彩雲，關麗娟 

音 響 周英世，范國賓 投 影 余学忠，黃永明  

指 揮 鄭何靜姝 司 琴 周愛民  

招待、司捐 王晓萍，王亚敏，何阿文，林瑞欽 



 

 

 

 
感恩與代禱 
 
 

1. 感謝贊美主，祂帶領鄭牧師，鄭師母路途上的平安。請大家繼續為牧師，師母的福音事工禱

告，求神賜給他們屬靈的力量，保守他們身體心靈一切的平安。 

2. 請為牧師最後兩天的三堂的重要信息禱，師母也將在他們一生同心服事的經歷上分享，希望

引起大家共鳴，願意全家信主，全家事奉主。 

3. 聽說台灣將開放給同性戀者去遊行⋯⋯請特特為在上執政掌權者有敬畏神的心，有為下一代

子孫的未來幸福著想。 

4. 請為顏莉蒞姐妹禱告。她剛剛失去母親，求神安慰她的心、擦幹她的眼淚。 

5. 請為王誌斌弟兄的身體禱告。他因高燒住院一周，現已出院在家休養。求神保守看顧，使他

早日康復。 

6. 請為書法家程馬可老牧師禱告（ 我們去年向他訂了 150 份的聖經經文日歷，也許你家牆上也

有他的字畫）求上帝醫治他、使經文日曆的福音事工不受到攔阻。 

7. 恭喜！金春艷姊妹上週一為她新購的公寓，邀請了鄭牧師夫婦及兄姐在家聚會，感謝讚美神

的帶領，歸榮耀於神。 

10－12月成人主日學課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帶領同工 課室 

主日 10:30-11:30am 保羅書信—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唐際威, 黃振華 四育堂 MP 室 

主日 10:30-11:30am   直奔標杆  李愛蓉, 錢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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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学忠, 翟云峰 教育樓 309 室 

教會崇拜與團契活動 

教會活動 時間 地點 負責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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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由校園團契负责 

詩班練習 週三 6:30- 9:00pm 詩班練習室 楊飛虎, 周金龍 398-5887 

禱告會 週三 8:00-9:30 pm 教育樓 207 室 黃振華，焦順興 462-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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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云峰 627-5925 

嗎哪團契 A 週五 7:30- 9:30pm 教育樓 207 室 焦順興, 黃振華 741-8766 

嗎哪團契 B 週六 7:30- 9:30pm 教育樓 207 室 陳曉傑, 余学忠 386-4247 

09/27/2015 中英文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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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背誦經文：約伯記 42章 2節：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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