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報告Announcements
1.本年度教會總主題: 盡心愛主, 廣傳福音
2.本主日禮拜後，有幸福家庭專題分享，請大家留步
3.一月份週二、週五查經分享聚會暫停.
4.鼓勵兄姐勤讀聖經，與神交通，本週讀經創世記 8-14 章，每天一章，請
與 line 群組分享心得。
5.新年度享受神恩，操練每天寫下五項感恩事件。
6.1 月 27 日下午 2:00-4:00, 將在謝偉斌,呂婉玲府上舉行家庭禮拜,請大家參加.
7.2 月 10 日 7:00pm 我們受邀參加 "Heal the World Concert"演唱, 歡迎有興趣
的兄姊參加.
◎代禱網
1.為病痛丶受苦者，求主醫治、釋放，並賜下平安喜樂的心。
2.為求職丶開展新事業丶尋求新工作者代求，願主引導丶賜福他們。
3.為你準備引領信主的弟兄丶姊妹丶家庭提名代禱。
4.為家人（父母、配偶丶兒女、親人）信主，全家歸主蒙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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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詩歌：差遣
主差遣我丶主差遣我丶主差遣我丶耶穌求祢差遣我
主引導我丶主引導我丶主引導我丶耶穌求祢引導我
主充滿我丶主充滿我丶主充滿我丶聖神求祢充滿我
我要出去丶我要出去丶我要出去丶奉主聖名今出去
謝飯歌
天父極大又慈悲，感謝袮賜阮食物, 世間萬人袮養飼，主愛庝永遠不離

報

The Lord’s Prayer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阮在天裡的父，願祢的名聖，祢的國臨到，祢的旨意得成，在地
裡親像在天裡。阮的日食今仔日給阮。赦免阮的辜負，親像阮亦
有赦免辜負阮的人。勿得導阮入於試，著救阮脫離彼個歹的。因
為國，權能，榮光攏是祢所有，到代代無盡。阿們。

主日禮拜程序

Sunday Worship Service

春回大地

講道Preacher：張資寧牧師

經文：創世紀六 5-7，18-19， 8:13-14， 9:16-17

司會Liturgist：陳立芸長老

大綱:

平安禮Passing the Peace ………………………..………….…... 會 眾

序：一步步讀進創世記

敬拜讚美Singspiration …………………………….….….. 敬拜讚美團

一丶天地的創造，人類的背離丶神人關係的破壞

序 樂Prelude …………………………………………………… 司

琴

宣 召Call to Worship …………………………..……..………... 司 會
＊聖 詩Hymn ………….…. 第 52 首 (Hymn417) .…………....... 會

二丶罪支付代價，神的救贖
三丶挪亞這個人：義人丶完全人，與神同行者
結論：家庭祭壇丶立約丶彩虹

眾

祈 禱Prayers ……………………………………………………. 司 會
報 告Joys and Concerns …………………………..………..….. 司 會
讀 經Scripture reading …………….…………………..……..... 司
創世紀 6:5-7,18-19, 8:13-14, 9:16-17
Genesis 6:5-7,18-19, 8:13-14, 9:16-17

會

(舊約 7, 9 )
(Page 5, 7)

＊奉 獻 Offering ……….…… 聖詩 第 306B 首 …………….…. 司獻者
Take my silver and my gold, Not a mite would I with-hold;
Take My intellect, and use Every power as Thou shalt choose.
我的錢銀獻給祢, 用出攏趁祢旨意. 我的才情祢賞賜, 甘願還祢做器具.

＊感謝祈禱Prayer of Dedication ………..……………….……… 司獻者
讚 美Anthem ……………....「主的祈禱文」 ………............ 聖歌隊
祈 禱Pastoral Prayers ……..……..………….………………... 張牧師
信 息Message …......................「春回大地」…….................... 張牧師
＊聖 詩Hymn ………….……….. 第 415 首 …………………… 會

眾

＊祝 禱Charge and Benediction ………..……………….………. 張牧師
＊差遣詩 ………………………………………………………….. 會

眾

幸福家庭講座－原生家庭-「沒長大」的大人（劉三)
1. 很在乎「上頭」的認可，諂媚，聼話，不敢有自己的意見
2. 很難接受「有人不喜歡我」: 只為討好人
3. 動不動就有罪惡感
4. 對「性」的反應過熱或過冷
5. 怕輸 因為要譲自己成為贏家，永遠是對的，這感受捆綁著他
6. 凡事請求許可：很多事都要找人背書
7. 常說「NO」，活在權威之下的人，慣用權威「no」常禁止別人。
8. 自卑：常覺得自己矮一截， 活在比較中，因父母就這樣對待他·
9. 沒有獨立思考，從小沒被授權自己決定，喪失獨立思考力。
10. 不接受差異，沒多元意見，他們喜歡遵循非常清楚的規則。
12. 非黑即白，只有好人跟壞人，凡事都只講好與壞，沒判斷力。
13. 論斷者，會輕看他人，用優越感威權來提高自己
14. 焦慮，只要面對權威，就開始焦慮。
15. 暨衝動又壓抑，外在自我隨心所欲，內在怯懦不敢表達自己。
16. 指導性很強，強勢主導
17. 討厭權威，或美化權威
18. 沮喪：因完美，常「自我批評」，覺得自己很差，就沮喪。
19. 倚賴：常因倚賴而結婚，但婚後又討厭對方把她當小孩看。
20. 美化童年，一直活在長不大的環境。美化童年貶低成人世界。

殿 樂Postlude ………………...（默禱閉會）……….…..…… 司 琴
＊記號請站立，行動不便者，不必勉強站立

以上列出 20 點沒有真正長大的人，怎麼辦？醫治童年，尋回失落的我，用未來
歲月補修過去的缺失，前面依然一片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