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主曆二○一二年六月三日 上午十一時 週報三十七卷 第二十三期
默禱等候 ...................................主席宣召 ................................... 全體靜默

短詩讚美 ..................................................................................... 全體會眾
牧禱交通 .................................... 主禱文..................................... 全體會眾
啟應經文……………………..路 22:31-34..................................全體會眾
奉 獻.............................................. ....................................... 全體會眾
獻 詩 .................................... 仰望主..................................... 成人詩班
信息領受 ............................. 我已經為你祈禱 ......................... 周同培牧師
唱 詩..………………… 教我禱告，主……………………全體會眾
聖 餐 ..................................愛心奉獻…………………………… 全體會眾
彼此團契 ................................. 歡迎與報告 ................................. 全體會眾
三一頌讚 ..................................................................................... 會眾站立
蒙受祝福 .................................... 阿們頌..................................... 全體會眾
默禱閉會 ..................................... 殿 樂...................................... 全體會眾
願神賜您平安！

使徒信經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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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上週出席人數 Last Sunday’s Service
中文堂 Chinese
英文堂 Grace Haven
中文堂兒童 Ch. Children
英文堂兒童 GH Children
總 計 Total

75
55
4
12

人
人
人
人

146 人

上週奉獻統計 Last Sunday’s Offering

建館貸款金額

會務報告

本教會竭誠歡迎各位新朋友來參加崇拜，和我們一起敬拜神。
暑期聖經學校今年主題”Sky”將於 6/25-29(晚上六至九時)舉行歡迎參加
(詳情請參閱門口海報)。
3. 6/5(星期二)上午 10:00 喜樂團契在教育館舉行月會，講員:丁正良教授，
歡迎參加。
4. 6/9(星期六)上午 9:30 在教育館舉行理事會。
5. 6/9(星期六)中午詩班及敬拜讚美團在教育館舉行季會，歡迎參加。
6. 6/16(星期六)12:00-5:00PM 將舉行中英文堂同工退修會，在呂旭陽夫婦
爾灣辦公室，請同工們參加。
7. 6/17(星期日)上午 10:30 將舉行慶祝父親節及畢業生祝賀(中英文堂聯合
主日崇拜)，請會友將應屆畢業生名單向辦公室登記。
代禱事項:為夏令會代禱:
本教會 2012 年定於夏令退修會 7/13-15(周五晚上-周日中午)在 California
Baptists University, Riverside 舉行，講員:陳昆華博士，主題”生命的更新”
1. 請為弟兄姊妹禱告，預留時間，預備心來參加，讓聖靈作工聖徒蒙恩。
2. 為講員及信息禱告使他釋放震動人心的話語使聖徒更新。
3. 為李世宗弟兄及全體服事團隊代禱，使他們靈力充沛，以謙卑的態度盡
心 竭力服事聖徒，並在服事中蒙恩經歷基督。
4. 為各項事工代禱，從報名到膳食大小事情盡都順利。
5. 為營地的工作人員感恩，也盼望因我們的聚會能把祝福帶給他們。
1.
2.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9:30AM
尼希米計劃
週日
11:00AM
兒童主日學
週日
7:30PM
禱 告 會
週三
5:30PM
以勒團契
週六
10:00AM
週五查經班
週五
8:00PM
詩班練詩
週四
7:00PM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9:00AM
中文學校
週六
本週事奉同工
講
員 周同培牧師
主
席 郭國威弟兄
指揮司琴 蔣宜蕙
錄音投影 倪志明、程光耀
兒童崇拜 雷月英、徐明杰、馮玉芬、張佳傑
幼兒照顧 顧素英
招待奉獻 謝志堅、馬素丹、黃舅蓉、倪淑貞
停 車 場 蕭敬標、邢磊明
午
餐 張家聲、馬 欣、鄭凱云、林秀慧
邱肇廷
獻
花 華學成

地點/內容
聯絡人
羅馬書(2)
周牧師
教育館
馮傳道
副堂
卜牧師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陳淑珍
哥林多前書
葉懋德
詩班室
林佩珍
暑假暫停
郭國威
教育館
黃衍佐
下週事奉同工
周同培牧師
蔡健德弟兄
游怡瑩
倪志明、華學成
陳亭、張綺莉、何 捷、倪芊芊、黃懷
顧素英
黃舅蓉、倪淑貞、何 捷、謝珂珺
倪志明、何惠堯
施凱旋、施 丹、李國慶、賈 茸、馬欣
黃郁貞
王桂華

主日信息：我已經為你祈求
讀經：路 22:31-34
引言：
看重禱告—
一、耶穌為彼得禱告
1. “你”— 耶穌肯為一個人禱告
2. 彼得：頭號門徒=>使徒
3. 耶穌也肯為你我禱告
二、耶穌早已知道
1. 耶穌知道將要發生的事
2. 耶穌知道將要發生的原因
3. 彼得不知道自己的光景
三、耶穌的禱告扭轉局面
1. 禱告限制了撒旦的作為—不至於失去信心
2. 禱告挽回了彼得的失敗—回頭
看耶穌怎樣挽回彼得（路 23:54-62）
3. 禱告確立了彼得的職分—堅固弟兄
四、你我也能為人代禱
1. 神要興起代禱的人
為人代禱
2. 彼得是一個模式
我們並非不會失敗
3. 禱告是真實的事奉
回應詩歌：教我禱告，主 (Teach me to pray)
1. 教我禱告，主，教我禱告， 這是我逐日迫切呼求；
渴望能知你旨意道路，
教我禱告，主，教我禱告。
2. 罪惡的權勢轄制此世，
使我從禱告得著能力；
眾多靈魂正沉淪失喪，
求主使我得禱告能力。
3. 軟弱意志，主，你能更新， 我罪惡天性，你能制服；
用你新能力充滿我心，
禱告或行事滿有權能。
4. 教我禱告，主，教我禱告， 逐時逐日你是我榜樣
你是我把握，直到永遠，
教我禱告，主，教我禱告。
（副歌）
住在主裏面，主住我裏，
不斷的同住，我心所祈；
無論與主或與人相處，
使我得能力，無限豐富

爾 灣 華 人 第 一 浸 信 會
Irvine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8700-D/F Harvard Avenue, Irvine, CA 92612
(Enter via University Drive 入口)
Tel: (949)854-4005, (949)854-4006, Fax: (949)854-4001
http:// www.irvinebaptist.org Rev .Peter Chou 周同培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