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8 點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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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歸於真神(#60) 眾立 

牧禱 Opening Prayer  曾立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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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hering Songs 信靠每一句應許 敬拜小組/會眾 

 我要看見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信靠順服(#36) 司會/會眾  

獻詩 Anthem 新年來臨 (#603) 香柏樹團契  

二、 證道 Engaging the Word 

信息 Message “剛強壯胆信靠神” 曾立德牧師 

經文 Scripture 約書亞記 1:1-9 節 

回應詩歌 Responsive Hymn 信靠順服 (#440) 眾立 

三、奉獻 Tithes and Offerings 

奉獻祈禱 Offertory Prayer  司會/信徒  

三一頌 Doxology                     讚美一神 眾立 

四、 祝福 Benediction  曾立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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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歡迎首次和我們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們。請起立自我介紹， 並請在禮
拜結束後彼此問安，相互關懷。  
【聖餐主日】下主日是月首聖餐主日，讓我們預備心來敬拜，領受主的身體和寶血以此紀
念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捨命的救贖鴻恩。 

【主日學】今日在 MP室的主日學繼續由曾師母帶領，題目為『撒母耳記上（十三）』請弟
兄姐妹為之代禱，並踴躍參加。 
【執事會新任執事確認】教會将于今日英文堂崇拜之後確認執事會新任執事。 
【中文堂同工會】本月例會將於 1月 4日（週四）晚 7：30在 MP室召開，敬請中文堂執事
和各團契，事工組帶領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教會會员班课程】曾牧師将在 1 月 7 日主日崇拜後 10 时 30 分在教會体育管會議室開辦
會员班。請要準備加入會员的弟兄姐妹直接于 1月 7日主日崇拜後到该會議室報到参加。 
【會員大會】教會将于 1 月 14 日举办全體會員大會。核準通過 2018 年度的預算以及 2018
年新任執事就職，請衆弟兄姐妹踊跃参加。 
【食物銀行奉獻】教會將於 1 月 7 日主日收集不易腐壞的食物用品(例如罐頭)，捐給
Kaumakapili Church Food Bank。請弟兄姊妹踴躍奉獻。 
【家庭禱告讀經】以下是本週禱告讀經時可採用的經文: 

禮拜一 1/1 以斯拉記 1：1-11  禮拜二 1/2 腓立比書  3：7-14 
禮拜三 1/3 歴代志上 29：10-19 禮拜四 1/4 约翰福音  5：31-40                                                   
禮拜五 1/5 彼得前書  1：13-21 禮拜六 1/6 馬太福音  3：1-12                                  
主    日 1/7 腓立比書  2：1-11 

 

十 二 月 主 日 崇 拜 聖 工 輪 值 

日  期 時 間 證 道 司 會 備 註 

12/31/17 08:45 am 曾立德牧師 李天明  

1/7/18 08:45 am 曾立德牧師 周捷  

1/14/18 10:00 am 曾立德牧師 金飛飛 聯合崇拜 

1/21/18 08:45 am 曾立德牧師 盧孟雋  

1/28/18 08:45 am 曾立德牧師 錢立石  

司聖餐 范國賓，金飛飛，顏莉蒞，關麗娟 ，楊飛虎，周金龍 

音 響 周英世，范國賓 投 影 黃永明, 王山, 石慧  

指 揮 鄭何靜姝 司 琴 周愛民  

司捐，招待 王曉萍，王亞敏，林巧雲，林瑞欽 

 



 

感恩與代禱 

1. 為我們能平安渡過 2017年并进入 2018年新年來感恩. 為新的一年祷告, 求主继续保

守我們每人平安蒙福. 

2. 為刚受洗的 18位弟兄姐妹感恩。求主坚固保守他們的信心和靈命能在主话语上扎根

與生長。 

3. 為服侍與带领教會的牧師師母，执事和同工們祷告。求主赐力量和勇气給我們同心服

侍主和主的家。 

4. 為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代祷，求主医治健壮他們的身軆。 

5. 為我們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代祷。求主開路感动和引领他們早日信主得救。 

6. 為美國國家总统和政府祷告. 求主讓他們有敬畏主的心來治理国家。讓教會能自由宣

扬主福音。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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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上 Laura Tsen 曾師母 多功能（MP）室 

主日 10:30-11:30am 新約縱覽 趙景霞，王山，劉小鳳 教育樓 310 室 

主日 10:30-11:30am 直奔標杆 301 李愛蓉，錢立石 教育樓 207 室 

主日 10:30-11:30am 慕道班 金飛飛，翟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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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茜婭，錢立石 381-7621 

兒童崇拜 主日 10:30-11:30am 
7-12 歲，教育樓 203 室 
3-6 歲， 教育樓 102 室 

   張麗麗,  李芬芳 
王曉平，戴莉莉 

561-2491 

禱告會 週二  7:30- 9:00pm 四育堂 MP 室 曾牧師，曾師母 462-6461 

詩班練習 週三  7:00- 9:00pm 詩班練習室 楊飛虎，周金龍 398-5887 

香柏樹團契 週四  9:30-11:30am 四育堂 MP 室 張杏婵, 顏莉蒞 845-7711 

手鈴隊練習 週五  5:30- 7:00pm 教育樓 303-304 室 周愛民 258-5161 

校園團契 週五  6:30- 9:30pm 夏威夷大學商學院 金飛飛, 翟云峰 225-2726 

嗎哪團契 週五  7:30- 9:30pm 教育樓 207 室          陳曉傑, 周   捷 386-4247 

青少年團契 週五  7:30- 9:30pm 教育樓 203 室 Laura Tsen 曾師母 313-9299 

12/17/2017 中文堂主日崇拜參加人數 161 人，奉獻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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