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島台灣教會 

第二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Second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2016年12月04日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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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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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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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禮拜上帝特別約束將來要賞賜一位救主互咱，聖經指示

這位特別的，就是耶穌，又指示祂要怎樣生落來。 

讚美(聖詩) Hymn: 聖詩134首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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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彼時該撒亞古士督有出詔 (chiàu)，命令天下攏造家甲，

這頭一擺的家甲，是居里扭（Ku-lī-liú）做敘利亞總督的時
來做的。眾人去造家甲，逐人倒去本城，約瑟的世系屬佇(tī)
大衛的家，所以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上去猶太，到大衛的城，
名叫伯利恆的，欲及伊所聘定的馬利亞相及(sa n-kap)造家

甲，彼時馬利亞已經有娠孕 (sin-īn)，In 佇遐 (tī hia)的時
生產的期到，就生頭上子(thâu-chiū n-kiá n)，用布包伊，互

伊睏佇槽裡，因為客館無所在通容允 in。 

點燭 Kindle 

請點第二枝蠟蠋火，此 ê 火象徵和平。基督是和平的人君，
佇世界的起頭就給咱應允 ê。咱要耐心等候，直到主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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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佇極高的位榮光歸佇上帝，地上和平佇所歡喜 ê 人 ê 中間。 

祈禱(主禱文) Prayer (Lord's prayer)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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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32 (Isaiah11) ................................. 會眾 

獻詩 Choir: 聖詩84B 首 ........................................................ 詩班 

讀經 Scripture:羅馬書 Romans 1 5: 4-13 ............................... 司會 

因為早所記載的攏是欲教示咱才來記，互咱對吞愞，對聖經的

安慰來得著向(ǹg)望。願賞賜吞愞安慰的上帝互恁大家同心志，

照基督耶穌，互恁一樣心一樣嘴榮光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穌基

督的父。所以，著相接納，親像基督也有接納恁，致到榮光歸
佇上帝。因為我講，基督為著上帝的真實曾做奉割禮的人的差

用，欲堅固所應允列祖的，也互外邦人為著憐憫歸榮光上帝。
照所記載講：因為按呢我佇外邦中欲稱呼你，唱歌謳咾你的名； 
閣講：恁外邦人著及伊的百姓同歡喜。又閣講：恁眾外邦著稱
讚主！恁萬百姓著謳咾伊！又閣以賽亞講：欲有耶西的根頭，

及興起來治理外邦的；外邦欲倚靠伊來有向(ǹg)望。  願賞賜向
(ǹg)望的上帝，互恁對信來充滿逐(ta̍k)樣的歡喜、平安，互恁佇

聖神的權能得著滿滿的向(ǹg)望。 

講道 Sermon: 活出向(ǹg)望的教會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174首 ........................................................ 眾立 

金句 Bible Verse：羅馬書 Romans 15:13 ............................. 會眾 

願賞賜向(ǹg)望的上帝，互恁對信來充滿逐(ta̍k)樣的歡喜、平
安，互恁佇聖神的權能得著滿滿的向(ǹg)望。  

May the God of hope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so 
that you may abound in hop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奉獻 Offertory 聖詩306B (4th) .............................................. 會眾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頌榮 Hymn 聖詩511首...........................................................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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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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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勸勉信徒以耶穌為師，作為靈感的泉源和工作的動力。保羅

清楚指出永生之道是:寧可為上帝受苦，也不願與人同流合污。

上帝的道路知易行難，卻是人生有價值的的惟一道路。因此我們

要以希望、平安、讚美、喜樂的心情迎接祂的降生。 



主日服事 本主日12/04 下主日12/11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人數： 
成人：29人 小孩：:3人

主日奉獻: $980 

Dr. T.F. Chen: $200 

司 會 謝克明 蕭桂榮 

司 琴 Crystal 黃婷玉 

招待/整理 陳明宗/陳秀名 黃政賢/許慧娟 

愛 餐 李桔 王玲瑜 

敬拜讚美 張富雄 謝克明 

獻 詩 聖詩84B 首 聖詩86首 

報告及介紹    

1. 今日是待降節第二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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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後請留下來參加午餐，交誼及各項活動。 

3. 阿心姊的母親於上主日(11/27)蒙主恩召，享年 96 歲。將於明日安葬請

為家屬代禱，求主安慰。 

4. 今日活動：1:30pm 講道分享。2:00pm: 林皙陽牧師主講/使徒行傳導論。 
3:30pm 長執會(請新長執出席)。 

5. 下主日(12/11) 1:30pm 講道分享。2:00pm: 陳明宗兄主講。 

6. 12 月 24 日(六) 6:00 pm 聖誕聚餐。8:00 pm 聖誕暝 (夜) 燭光禮拜

( Christmas Eve Candle Light Service)。 

7. 12 月 25 日(日)舉行聖禮典恭守聖餐，並新任長執及同工就任，有意受

洗或轉籍者請洽牧師。 

代禱事項：  

1. 為美國與台灣的總統祈禱，求主賜給他們智慧、道德與勇氣，來治

理國家。也為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2.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3. 請在每晚 10:32 讀詩篇 103:2-3 來為教會發展以及身、心欠安的兄姊

及親友祈禱。特別為李哖姊、Sharon 和陳水扁總統代禱。 

 
Pastor：Rev. Shi-Yang Lin 林皙陽牧師 

Tel：516-659-9661,412-478-8264 
akeng@yahoo.com 

網址：www.taiwanesechurch.net 
Facebook:www.facebook.com/LongIslandTaiwaneseChurch 

2016年教會主題：活出盼望的教會(羅1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