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島台灣教會 
第二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First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2014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1 時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會眾 

序樂 Prelude…….….……….……….….……….…….….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上禮拜上帝特別應許將來要賞賜一位救主給我們，聖經指示這位

救主，就是耶穌，又指示祂要怎樣誕生。 

讚美(聖詩) Hymn: 台 99 首…….….…………….…….….……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Luke) 2: 1-7……….…司會 

那時候，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頒佈命令，要羅馬帝國的人民都辦理

戶口登記。 這頭一次的戶口登記是在居里扭任敘利亞總督的時

候。 大家都回本鄉去辦理登記。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往

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叫伯利恆；因為約瑟屬於大衛的宗族， 

他要跟他訂了婚的馬利亞一起登記。馬利亞已經有了身孕， 當

他們在伯利恆的時候，她的產期到了，生下頭胎兒子，用布包起

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棧裏沒有地方讓他們住。 

點燭 Kindle  ….……………...... ….........................  陳秀名 

請點第二枝蠟蠋火，此 ê火象徵上帝的慈愛，到 ti永遠。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Luke) 2:14 ...........……司會 

願榮耀歸於至高之處的上帝！願和平歸給地上他所喜愛的人！ 

祈禱和主禱文 Prayer and Lord’s Prayer …….….………..………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 ……….….......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 台 33  (Isaiah 40)  ….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可福音(Mark)1-8 …... 司會 

上帝的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親像佇先知以賽亞的冊所記載講 

：我差我的使者佇你的面前，來修整你的路。有 叫佇曠野的伊的 

聲講：著備辦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約翰來，佇曠野行洗禮，傳 

反悔的洗禮，互人得著赦罪。通猶太地及耶路撒冷的眾人攏出來 

就近伊，認 的罪，佇約但河對伊受洗禮。此個約翰穿駱駝毛，腰 

縖皮帶，食草蜢及山野的蜜。伊傳講：「有一個比我卡有權能的， 

隨尾我來，就屈落來解(tháu)伊的鞋帶我也 堪得。我曾用水給恁 

行洗禮，伊欲用聖神給恁洗。」 

獻詩 Choir:   台 143首  ….….……….….…  …… 詩班 

講道 Sermon: 充滿意義的期待………….…… 林興隆傳道 

代禱時間 prayer for healing and strength.…..…  … 林興隆傳道 

回應詩 Hymn:  台 246 .................... ……. ….…….….   眾立 

奉獻 Offertory  台 306B   ….……..……….…….    會眾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 約翰(John) 14:6 ...…..……………..  會眾 

耶穌給伊講：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無對我，就無人就近父。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司會 



頌榮 Hymn:  台 511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林興隆傳道 

殿樂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上帝的百姓明白自身的需要及缺乏，無力自救及無助的感

覺。毫無疑問，自卑的確信上帝的恩典必然會以嶄新的面貌

呈現在我們的生活，社會和國家。 

無恐懼的事情，只有感恩及喜樂與和平的氣象。 

主日服事 本主日(12/7) 下主日(12/14)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興隆傳道 林皙陽牧師 禮拜:成人：37小孩： 1 

主日奉獻$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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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歌練唱12-12:30  

2:00pm 查經、乒乓球 

司 會 柯陽明 謝克明 

司 琴 翁妙玲 黃婷玉 

招待/整理 陳淵泉/曾惠美 張子寬/李哖 

愛 餐 陳美美 蔡淑芳 

敬拜讚美 陳哲卿 楊士宏 

獻詩 台 143首 睡的人著醒 

報告及介紹:   

1. 今日是待降節第二主日（2nd Sunday of Advent），請以期待、盼望的
心迎接主耶穌的誕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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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日活動: 1:30 pm 講道回應。 2pm查經：約伯記(二)林興隆傳道主
理。 

4. 黃婷玉姐的先生(1) Wake: Monday(12/8/2014)2PM-5PM and7PM-9PM  

at Krauss Funeral Home-1097 Hempstead Turnpike Franklin Square 
N.Y.11010 (2) Memorial Service and Burial: Tuesday 

(12/9/2014) 9:30 AM at Calverton National Cemetery 

5. 下主日(12/14)活動：1:30pm 講道回應。2pm Dr. Belle Ku  

(辜蓓莉)銀髮族專題：老化和憂鬱症(Aging and Depression)。Dr. 

 Ku是 Univ. of SC 心理學博士。請邀請親友同鄉一起來參加。 

 3:30pm召開 12月份長執會，請新、舊長執全部出席。 

6. 12月 21日舉行聖禮典。有意受洗或轉籍者請和牧師接洽。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新同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2.請大家在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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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冠傑兄、Jean Ling、以及陳水扁 

總統代禱。 

  3.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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