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er Combined Sunday Worship

復活節聯合主日崇拜程序

主曆二○一二年四月八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 週報三十七卷 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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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 ................ 雷建國、尹正光傳道
奉 獻....................................鋼琴聯彈..........................柯湘兒、李淑雲
獻 詩 ................................... 奇異恩典. .............................. .........英文堂
信息領受 ................................... 復活大能................................ 卜範司牧師
唱 詩 .................................世紀頌讚 206................................. 全體會眾
彼此團契 ..................................歡迎與報告 ............................ …..全體會眾
歡迎新會友 ..................................... ....................................... 卜範司牧師
特別獻詩 .................................... 快樂日.......................................... 英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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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April 8, 2012 Volume 37, Number 15
Meditation……………………………………………………………Prelude
Singspiration……...…………………………………..IFCBC Worship Team
Prayer………………………The Lord’s Prayer………..Rev. Francis Burgula
Scripture………...……..Luke 24:1-8……Pastor Steve Rodriguez, Julien Yin
Offering…………..……………………………..Julie Hwang & Florence Lee
Special Music………...……………………… …………….......Grace Haven
Message……………..……Power to LIVE… …………Rev. Francis Burgula
Music…………….………Century Praise 206………………...Congregation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Brother Jiann D.Tsai
Welcome New members……………………………..... Rev. Francis Burgula
Closing Song…………………O Happy Day…………………. Grace Haven
Doxology………………………………………………………Congregation
Benediction…………….……….Amen………………..Rev. Francis Burgula
Dismissal in Silent Prayer…….…………………………………......Postlude
.

May God’s Peace Be With You !

願神賜您平安！

主

禱

文

三

一

頌

上週出席人數
中文堂
英文堂
中文堂兒童
英文堂兒童
總 計

Last Sunday’s Service

Chinese

Grace Haven
Ch. Children
GH Children

Tot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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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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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s Prayer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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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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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he dies; and whoever lives and believes in me will never die.
Do you believe this?” – Jesus (John 11:25-26)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耶穌(約 11:25-26)

會務報告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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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您能
在這裡體會到救主耶穌基督的大愛，並將這個教會作為您屬靈的家。
教會尼希米計畫，春季班-主日學「羅馬書(2)」將於 4/22 開課，歡迎
參加. (詳情請看大門口海報)。
暑期聖經學校今年主題”Sky”將於 6/25-29(晚上六至九時)舉行，提早報
名(4/1-5/6)將有折扣優待，歡迎參加(詳情請參閱門口海報)
今日崇拜後有浸禮，新葡有: 陳永康、陳永思、卜瑞妮、Stephane Renteria
歡迎參加。
歡迎新會友:Victor Chu、Hongyuan Chen。
4/28(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教會在 William R. Mason 公園舉行
春季野餐，本次野餐完全免費!! 我們鼓勵每個人邀請家人、親戚、
朋友來參加，請在大門口櫃台登記。
4/09(週一)適逢復活節假期，教會辦公室將休假一天。
4/13(週五)AWANA 適逢春假暫停一次。

代禱與各項活動
1.
2.
3.

求神保守會友在基督裡生命的持續成長，家庭和樂、身心康泰、平安。
為軟弱的肢體胡人珍、譚月馨、劉麗嬋、雷月英、王桂華代禱。
為周牧師夫婦將於 3/27-4/19 赴台灣短宣旅途平安代禱。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內容
聯絡人
9:30AM 羅馬書(2) 4/22 開課
尼希米計劃
週日
周牧師
11:00AM 教育館
兒童主日學
週日
馮傳道
7:30PM 副堂
禱 告 會
週三
卜牧師
5:30PM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以勒團契
週六
陳淑珍
10:00AM 特別通知
週二查經班
週二
周牧師
8:00PM 詩班室
詩班練詩
週四
林佩珍
7:00PM 暫停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黃德基
9:00AM 教育館
中文學校
週六
黃衍佐
本週事奉同工
下週事奉同工
講 員 卜範師牧師
尹正光傳道
主 席 蔡健德弟兄
王丕剛弟兄
指揮司琴 柯湘兒
蔣宜蕙
錄音投影 倪志明、華學成
倪志明、程光耀
兒童崇拜 陳亭、張綺莉、朱爾薇、黃 懷 江 青、馮玉芬、林慧蓮、張佳玲
幼兒照顧 顧素英
顧素英
招待奉獻 丁正良、方少影、李世宗、黃衍佐 丁正良、方少影、張家聲、羅瑞珍
停 車 場 蕭敬標
李增瀾
午 餐 李國慶、賈茸、黃郁貞、李紹曾 李紹曾、賀慶嵐、周明杰、林佩珍、
賀慶嵐、郭國威
施凱旋、施丹
獻 花 周映秀
朱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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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ine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Grace Haven

入口

18700-D/F Harvard Avenue, Irvine, CA 92612
)
(Enter via University Drive

周同培牧師&Rev.Francis Burgula 卜範司

Tel: (949)854-4005, (949)854-4006, Fax: (949)854-4001

Rev .Peter C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