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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Grace of God

宣□召

詩篇23篇

＊聖□詩

敬拜團
耀.汝拉畢拉同學

敬拜團+會眾

163「疼痛聖神，阮歡迎祢」
303「主，我欲謳咾祢」
597「秋葉會落，圍牆會倒壞」

＊禱□告

司□會

讀□經

約書亞記1：1-11

司□會

講□道

「約但河西」

主□理

禱□告
＊回應詩

主□理
敬拜團+會眾

532「我認救主無驚見誚」

聖□餐

「寶貴十架」

主□理

奉□獻

讓我/ 謝鴻文

司□會

372「主上帝有豐盛活命、慈愛」
（唱詩後做奉獻禱告）
「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附設身心障礙關懷中心』奉獻」

報□告
呼召詩
祝福差遣

司□會
「Increase My Vision」+「Available」

畢業生到台前跪下，接受祝福差遣

老師＋畢業班學生

＊祝□禱
＊差遣詩

平安禮

老師詩班
主□理

「勇敢走出去」
在校師生在門外排兩行與畢業生握手請安

敬拜團+會眾

聖餐服事：阮介民牧師、曾宗盛老師、陳益慧老師、石素英老師
敬拜團：
主□領：

方玉菁同學

鋼□琴：

蔡宛婷同學

電吉他：

劉永祺同學

Bass□：

卓志傑同學

木吉他：

鄭元獻同學

爵士鼓：

劉安澤同學

PPT播放：

江智浩同學

小樂團：
莊惠峯同學、劉恩汝同學、張芷瑋同學、顧心萱姐妹

呼召詩：
「Increase My Vision」
Increase my vision, my vision of the lost；
Help me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not the cost；

「加給我異象」
加給我異象看見失喪靈魂，
幫助我看見價值而不是代價；
讓我樂意犧牲自己的計劃，

May I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my plans
And take message to the souls who die in heathen lands.

把福音信息帶給外邦失喪的靈魂。

Increase my vision for sinners here at home；

加給我異象看見本國靈魂，

Help me communicate with those who still may roam；
May I be willing to labor constantly

幫助我去了解在外徘徊的人；

And take the message to the souls who live and die near me.

把福音信息帶給旁邊將亡的靈魂。

Increase my vision, my vision for mankind；
Help me to show concern for body, soul, and mind；
May I be willing to pray, to give, to go

加給我異象全人類的異象，

讓我樂意不斷為耶酥辛勞，

幫助我去關懷人的身心與靈；
讓我樂意祈禱付出並出去，

And take the message so that souls may all my Saviour know. 把福音信息傳揚使人人知道救主。
「Available」
Available for God to use me,
Available if God should choose me,
Should it be here or there, It doesn’t matter where；
My waiting heart prepare, As in my earnest prayer,
I declare I’m Available for God to use me,
Available if God should choos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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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預備」
我已預備等候神用我，
我已預備若神揀選我，
無論是何地方，我是絕不介意，
等候的心在誠懇的禱告，
我宣告我已預備等候神使用我，
我已預備若神揀選我，

Should it be now or then, It doesn’t matter when,
I want to see lost men Be born again.
Available for God to use you,
Available if God should choose you,
While in this moment still You think upon His will,
Devoting ev’ry skill, As you His plan fulfill；
So until you’re Available for God to use you,
Available if God should choose you；
If you would useful be At home or ‘cross the sea,
Say with sincerity, I’ll live for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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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什麼時候，我是絕不介意，
我只願看見失喪人重生。
你已預備等候神用你，
你已預備若神揀選你，
當你正在思想神對你的旨意，
獻上所有才能完成神的計畫，
只要你已經預備好等候神使用你，
你已預備若神揀選你，
無論是在本國外地你必有用，
請誠心低頭說我為你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