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2016年 3月 13日上午 8點 45分 

 

 

… … … … … … … … … … … … …福 音 鐘 聲… … … … … … … … … …                               
         （請安靜，為今日的崇拜預備心，默禱） 

一﹑頌讚·禱告 Praises and Prayers 
           序樂 Prelude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崇拜聖詩 Hymn                                  唱述父神偉大權力 (#18)        眾立 

牧禱 Opening Prayer              鄭隆保牧師 
 

                    （懇求主垂聽，垂聽我禱告，側耳聽我祈求，賜我們平安，阿門）    會眾           

頌讚詩歌 Songs of Praise               願袮崇高                           敬拜小組/會眾 
                                                                        主光照耀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為鹽為光（#52）                         司會/會眾 
獻詩 Anthem                                                  奇妙十架                             詩班 
 

二、證道 Engaging the Word  

     信息 Message              平凡的人能經歷不平凡的神  黃亮聖牧師夫婦 
經文 Scripture                                       來 12：1-2    

回應詩歌                         袮信實何廣大（#70）              會眾 
   

三、奉獻
 Tithes and Offerings                                          

    奉獻祈禱 Offertory prayer                司會/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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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祝福 Benediction                                                                                           鄭隆保牧師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眾立 
 

五、歡迎與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s                      司會 
    默禱、殿樂 Postlude                                                                                           會眾/司琴  

  ......................................................................................................                           
               

教 會 消 息 
 

【歡迎】誠摯的歡迎今日首次與我們一起敬拜的兄姊及朋友們，請你自我介紹， 

 會後歡迎參加我們的主日學，中午一起享用愛餐。 
【講員介紹】黃亮聖牧師曾是紐約上州 IBM 電腦總公司的研究員，他利用週末， 
 假期、並最後一年辭去工作，共七年完成了神學碩士課程。鄭盈惠博士曾是紐約州 
 的檢察官，神感動兩夫婦去中國，她先在廈門大學法學院任教，兩次帶學生參加 

 國際性的法律辯論得破記錄獎。但因神靈感動離校後、仍繼續栽培那裡的年青人。 
【主日學】很高興我們所尊敬的錢伯伯（錢元福弟兄）再次回到我們當中，今天在 

 MP 教室的主日學課程將由他來開始帶領「耶穌基督的比喻」，歡迎踴躍參加。 
【培訓課程】上週五的嗎哪團契時間已開始了「靈命成長七階」的培訓介紹，講員 

 為鄭盈惠博士。本週五、六晚上 7:30（3/18/19）,將進入課程更深的內容，希望 

 你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一起來學習。下週主日仍由黃牧師夫婦來分享真道， 
 主日學時間將由鄭教授主講「靈命成長七階段」最後一課，敬請繼續抓住機會， 

 讓我們的靈命可以茁壯成長。 
【晨曦禮拜】3 月 25 日是個非常重要的節日，我們將在那天晚上舉行紀念耶穌受難 
 的聖餐禮拜。 3 月 27 日清晨 6:30 有復活節的晨曦禮拜，就像當年馬利亞在天快亮 
 的時候來一樣（太 28:1-6）… 地點請注意下週週報。 

【復活節早餐會】教會在 3月 27 日中英堂復活節聯合崇拜前，從早晨 8:15 至 9:30 
 設有復活節早餐。為統計人數以便廚房同工準備，請在今日崇拜散會後至大堂外側 
 登記姓名，謝謝！ 
【復活節百合花】月底主日是復活節，我們將以快樂的心來慶祝救主耶穌為我們 
 帶來復活的盼望。有心奉獻堂會佈置百合花的、請到辦公室登記。 
 

主 日 崇 拜 聖 工 輪 值 
 

日期 崇拜時間 證道 司會 備註 
03/13/16 08:45am 黃亮聖牧師 李天明  
03/20/16 08:45am 鄭盈惠博士 楊飛虎  
03/27/16 10:00am Kekapa Lee 牧師 錢立石 復活節聯合崇拜 
音 響 周英世，范國賓 投 影 黃永明，余学忠  
指 揮  司 琴 周愛民  

招待、司捐 莊淬，謝寶玉，施宇婷，曹嫩英 



 

 

 

 

 

 

 
 
 

感恩與代禱 
 

1．請為美國十一月總統大選的投票活動禱告，無論誰當選、願他是遵守真理、 
   為國愛民的正直人。 

2. 感謝神！主日的愛宴、有越來越多的兄姊顯出他們的愛心，有拿大米來的、 
   有拿紙盤來的、有奉獻金錢的，求主一一賜福。 
3. 感謝神！這次黃牧師、鄭教授兩夫婦來，上週四在香柏樹團契興起了為家人 
   靈魂得救的迫切禱告熱忱。 

4. 為我們教會的合一、彼此相愛、互相包容體貼、使整個教會興旺 ，榮耀耶穌 
   聖名迫切禱告。 
5. 請繼續為身體不適、有病臥床、或靈命軟弱的肢體代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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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際威，黃振華 多功能（MP）室 
主日 10:30-11:30am 直奔標杆 201   李愛蓉,   錢立石  教育樓 207 室 
主日 10:30-11:30am 新約綜覽  趙景霞,   王   山 教育樓 310 室 
主日 10:30-11:30am 慕道，浸禮  金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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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飛虎，林彩雲 377-9608 

成人主日學 主日 10:30-11:30am 教室見上表     錢立石，何茜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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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班 （負責清潔） 
詩班練習 週三 7:00 - 9:00pm 詩班練習室 楊飛虎，周金龍 398-5887 
禱告會 週二 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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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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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学忠,  陳曉傑  386-4247 

03/06/2016 中文堂主日崇拜參加人數 148 人，奉獻$4,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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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週 背 誦 經 文：來 12: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http://www.fccchawai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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