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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蔣宜蕙姊妹
宣
召.......................................公禱..........................................主
席
詩歌敬拜………………………………………………………....全體會眾

Meditation……………………………………………………………Prelude
Invocation……………………………………………………Rev.Peter Chou
Singspiration……...…………………………….............. G H Worship Team
Prayer……………………The Lord’s Prayer………….. …..Rev. Peter Chou
Special Music...................... Like As Father……………………IFCBC Choir
Offering…………..…………………………………… Rev. Francis Burgula
Scripture…………………Eph 6:1 - 4……………………… Rev. Peter Chou
Father’s Day Video
Message…..Privileges & Responsibilities of a father….Rev. Francis Burgula
Honoring Fathers and graduating students…………….. Rev. Francis Burgula
Music…………….…………………………...………….G H Worship Team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Rev. Peter Chou
Doxology………………………………………………………Congregation
Benediction…………….……….Amen……………….. …...Rev. Peter Chou

牧
獻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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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牧
師
詩...................................好像個父親...................................詩
班
獻...................................................................................... .全體會眾
文......................弗 6:1-4(播放父親節影片) ….....................全體會眾

信
息............................父親的特權與責任............................卜範師牧師
父親節與畢業生的祝賀……………………………………….卜範師牧師
回應詩歌………………………....................……………………全體會眾
彼此團契………………….會務報告、歡迎…………………......主
席
三一頌讚………………………………………………………....會眾站立
祝

福……………………….阿們頌…………………………全體會眾

May God’s Peace Be With You !

願神賜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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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also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for Yours is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 Amen

Doxology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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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堂兒童 Children

111 人
60 人
32 人

總

203 人

計 Total

The Lord’s Prayer

上週奉獻統計 Last Sunday’s Offering

建館貸款金額

“As a father has compassion on his children, so the LORD has
compassion on those who fear him” Psalm 103: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
詩篇 103:13

會務報告
1. 本教會竭誠歡迎弟兄姊妹及各位新朋友來參加崇拜，和我們一起敬拜神。
2. 教會每週三晚上 7:30 有禱告會，教會為提供弟兄姊妹方便，將預備晚餐供
應；6:30PM 開始，歡迎參加。
3. 暑期聖經學校(VBS)今年主題”Kingdom Rock””搖到神的國”於 6/24-28(晚上
六至九時)舉行，歡迎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4. 2013 年夏令退修會定於 7 月 13-14 日在 California Baptist University ,Riverside
舉行，主題:邁向成熟，講員:陳昆華博士，今天開始報名，大人 55 元、
小孩 30 元，6/23 截止(詳情請參閱海報)。
5. 2013 下半年度每主日願意輪流奉獻鮮花者請到大堂前櫃台前登記。
6. 教會六月份為宣教月，每個主日信息以宣教為主並有不同的宣教同工見證
分享，歡迎參加。

代禱事項:
1. 求主聖靈持續作工，並催動弟兄姊妹傳福音的熱忱，帶進教會長期的復興。
2. 請為本教會今年的整體目標禱告；即在福音，關懷，及教導上平衡的建立。
3. 美國婚姻制度判決禱告，求 神保守美國，尊重神所設立的婚姻制度。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內容
聯絡人
9:30AM 教育館(202、205、206、209) 蔡健德
成人主日學
週日
9:30AM 教育館
兒童崇拜
週日
馮傳道
1:15 PM 詩班室
音樂課程
週日
池牧師
7:30PM 副堂
禱告會
週三
周牧師
7:30PM 詩班室
詩班練詩
週四
池牧師
10:00AM 副堂(腓立比書)
週五查經班
週五(日)
榮 天
7:15PM 教育館(暑假暫停)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郭國威
8:00PM 李世宗家(使徒行傳)
週五查經班(晚上)
週五(晚)
李世宗
9:00AM 教育館(暑假暫停)
中文學校
週六
黃衍佐
5:30PM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以勒團契
週六
陳淑珍
本週事奉同工
下週事奉同工
講
員 卜範師牧師
周同培牧師
主
席 周同培牧師
邢磊明弟兄
指揮司琴 蔣宜蕙
游怡瑩
錄音投影 倪志明、御代榮天、張 芸
倪志明、御代榮天、陳淑珍
兒童崇拜 林慧蓮、鄭天諾、江 青、何 捷、 黃曉嵐、林慧蓮、蕭安琪、何森洋
何森洋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葉懋德、華學成、姚緯琦、馬 欣 姚緯琦、褚文璞 、陳世勁、 王麥力
停 車 場 邢磊明、何惠堯
李增瀾
午
餐 蕭渝華、賀慶嵐、馬素丹、施 丹 陳曾恩、褚文璞、何 捷、林少奇
獻
花 柯湘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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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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Peter Chou 周同培牧師 Rev. Francis Burgula 卜範師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