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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Worship 
2012年11月25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 會眾   序樂 Prelude…Les Plaisirs by Telemann…………  Jeff/育穗   宣召 Call  to Worship    …………………..………..... 司會   讚美(聖詩) Hymn: 台 134 (Eng. 234 ) ....……........ ...... …. 眾立   祈禱 Prayer   …….……….…………….……....….... 眾立   主禱文 Lord’s Prayer    ….……….…………….…….... 眾立   獻物禮 Goods Offering ….……….……….……….……  Youth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 15  (Psalm 65) …….….…. 會眾   兒童讀經 Youth Scripture Reading:  Revelation 1:4b-8…. John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啟示錄1:4b-8…. .…. .….….. 司會    獻詩 Choir: 感謝上帝…...….…...….…...…....……..     詩班     講道 Sermon：Christ the King............................  林珊宇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480 (Eng. 345  )  ............ ....... …... ….. 司會  奉獻 Offertory台306B (4th)..……. .…...….……....  會眾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啟示錄 1:5b-6  ….……….……  會眾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司會 頌榮 Hymn台  508 (Eng. 625 )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 ..  林珊宇牧師 殿樂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今日講道內容摘要今日講道內容摘要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Christ the King 

1. Every week, we come to church.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our faith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few ideas. Sometimes, it feels redundant and boring. What's the point of all 
this? Why do we have to keep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every week? We need to 
be constantly reminded to live out our faith. One day, as Christ foretold, we will be 
judged. While we can be scared about this, it also is encouraging. It means tha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matters, not only to ourselves, but to God. Let us live up to 
that love and expectation. 

2.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請為順利推選明年度長執同工代禱 

2.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今年度事工代禱。 

3. 請為受到颶風珊蒂影響的所有人及救災工作代禱。 

4. 請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組織的衝突以及當地的和平代禱！ 

 主日服事 本主日 1 1 / 2 5 下主日 1 2 / 0 2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 珊 宇 牧 師 林 皙 陽 牧 師 禮拜出席: 成人54, 小孩5 一般奉獻：$1,355 

Development Fund : $500 新使者 : $1,000,特別奉獻：
$200,感恩奉獻：1,300 每週聚會活動： 禮拜二, 五6:30 pm乒乓球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 12-12:30聖歌練 
2:00pm 查經、社區義診、乒乓球及其他活動 

   司 會 林 彥 哲 陳 淵 泉    司 琴 洪 育 穗 蘇 秋 莉    招待/整理 謝克明/蔡淑芳 歐昭松/許翠蝶    愛 餐 林 秀 慧 蘇 秋 莉    敬拜讚美 謝 克 明 楊 士 宏    獻詩 感謝上帝 睡的人著醒    

Youth SS Shirley Dr. Young    本週金句：(啟示錄1:5b-6)   伊疼咱，用伊的血解放咱脫離咱的罪，互咱做國，做伊的父上帝的祭司。願榮光、權能歸佇伊，到代代。阿們！ 

To him who loves us and has freed us from our sins by his blood, and has 

made us to be a kingdom and priests to serve his God and Father—to him be 

glory and power for ever and ever! Amen. 

  

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報告及介紹：：：：                    教會網站： http://www.taiwanesechurch.net 

1.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午餐，交誼及參加各項活動。 

2. 今日活動：1:30 pm講道回應。2:00 pm 查經：馬太福音。 

3. 下主日(12/02)舉行秋季會員大會，將改選新長執。長執會順延至12月9日。 

4. 下主日(12/02) 活動:1:30 pm講道回應。2:00 pm信仰講座/林彥哲長老主理。 

5. 今日下午有 Flu Shots (流行性感冒預防注射),感謝王旭昭醫師為咱準備疫苗，李桔姊幫咱注射疫苗。 

6. 請大家同時在每晚10:32讀詩篇103:2-3來為教會的發展以及身、心、靈欠安的兄姊及親友祈禱。特別為貞惠姊、Jean Ling、許右龍先生、洪傳雄先生、許鴻玉姊的母親、陳水扁總統以及 Jinnee Santiago代禱。 

7. 由於颶風珊蒂的影響長島 food bank面臨供應短缺，除了不會腐壞的食物
(最好是易開罐)以外，還急需嬰兒用品如：Baby Formula, diapers等。請大家多多捐獻。咱主日學學生將於每主日禮拜中收集並獻給上帝，直到聖誕節為止。 

8. 咱教會已經架設好 Facebook，請大家多多利用。網址： 

www.facebook.com/LongIslandTaiwaneseChurch 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每日讀經：：：： 

11月25日 彼前 5 賽 30 結 47-48 

11月26日 彼後 1 賽 31 但 1-2 

11月27日 彼後 2 賽 32 但 3-4 

11月28日   彼後 3 賽 33 但 5-6 

11月29日 約一 1 賽 34 但 7-8 

11月30日 約一 2 賽 35 但 9-10 

12月01日 約一 3 賽 36 但 11-12 

2012年教會主題: 在基督裡生根建造 (歌羅西書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