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島台灣教會 

第三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Third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2016年12月11日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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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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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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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今天是待降節第三個主日，是歡喜迎接耶穌降生的主
日。上帝啊，祢賞賜阮喜樂，是阮喜樂的源頭，ho 阮勇敢面對生
活的挑戰；賞賜阮喜樂的心，ho 阮因為主來快樂。賞賜阮有知足
的心，喜樂的靈，倚靠祢來行過每一天，活出喜樂的生命。 

讚美(聖詩) Hymn: 聖詩143首 ......................................................... 眾立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Luke）2：8-20 ............... 司會 

彼地方有顧羊的住佇山裡，暝時守更顧 in 的羊群。主的天使站佇
in 的身邊，主的榮光圍壘(ûi-lûi)照 in；顧羊的大驚。天使給 in 講：
「莫得驚！因為我報恁大歡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攏有份；因為今仔
日佇大衛的城，已經為著恁生一個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欲看見
一個嬰仔，用布包，睏佇槽裡的，此個就是互恁做記號。」忽然有
多多天兵及彼個天使相及佇 teh 謳咾上帝講：佇極高的位榮光歸佇
上帝！地上和平佇伊所歡喜的人的中間！諸個天使離開 in，上天的
時，顧羊的相及講：「今咱來去伯利恆，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報
咱知的。」就緊緊去，尋著馬利亞及約瑟，閣看見嬰仔睏佇槽裡；
看了，就將天使所對 in 講此個嬰仔的事報人知。聽見的人，攏奇
怪顧羊的所對 in 講的事。獨獨馬利亞將諸個話記住住（tiâu-tiâu），
心內常常 teh 想。顧羊的倒去，為著所聽見的所看見的，就是天使
所對 in 講的，來歸榮光謳咾上帝。 

點燭 Kindle 

請點第三支蠟燭，此 ê 火象徵喜樂。提醒咱上帝疼咱，教咱互相相
疼。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福音(Matthew）11:4-6 ............... 司會 

耶穌應講：「恁著去，將恁所聽見所看見的，給約翰講。就是睛暝
者看見，跛腳者行，thá i-ko 者清氣，臭耳聾（chhàu-hī-lâng）者聽

見，死的人復活，喪鄉人得著聽福音。見若無佇我來著觸（tioh-tak）
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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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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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9 ( Psalm 146) .............................. 會眾 

獻詩 Choir: 聖詩86首 ........................................................... 詩班 

讀經 Scripture: 雅各書 James 5:7-11 ................................... 司會 

兄弟啊，所以恁著常常吞愞，到佇主的降落。你看，作穡(sit)人聽
候地上寶貝的土產，常常吞愞啲聽候伊到得著秋霖春雨
(chhiu-lîm-chhun-hō)。恁也著常常吞愞，堅固恁的心，因為主的降
臨近啦。兄弟啊，莫得相怨妒，免得恁受審判。你看，審判司已經
徛佇門口。兄弟啊，許個託主的名來講的先知，恁著取做受患難吞
愞的模樣。許個曾吞愞的人，咱講有福氣。恁曾聽見約伯的吞愞，
閣看主到尾怎樣，就是主滿腹的慈悲及憐憫。兄弟啊，所以恁著常
常吞愞，到佇主的降落。你看，作穡(sit)人聽候地上寶貝的土產，
常常吞愞啲聽候伊到得著秋霖春雨。恁也著常常吞愞，堅固恁的
心，因為主的降臨近啦。兄弟啊，莫得相怨妒，免得恁受審判。你
看，審判司已經徛佇門口。兄弟啊，許個託主的名來講的先知，恁
著取 in 做受患難吞愞的模樣。許個曾吞愞的人，咱講有福氣。恁
曾聽見約伯的吞愞，閣看主到尾怎樣，就是主滿腹的慈悲及憐憫。 

講道 Sermon: 常常吞愞的人有福氣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258首 ........................................................ 眾立 

金句 Bible Verse：雅各書 James 5:10 .................................. 會眾 

兄弟啊，許個託主的名來講的先知， 
恁著取 in 做受患難吞愞的模樣。 

Brothers and sisters, as an example of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suffering, 
take the prophets who spok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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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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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 聖詩516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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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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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服事 本主日12/11 下主日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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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人 小孩：:6人

主日奉獻: $1,750 

Development Fund:$200 

Cemetery 2 plots:$2,000 

 

司 會 蕭桂榮 柯陽明 

司 琴 黃婷玉 黃瑞鳳 

招待/整理 黃政賢/許慧娟 謝克明/蔡淑芳 

愛 餐 王玲瑜 陳秀名 

敬拜讚美 謝克明 楊士宏 

獻 詩 聖詩86首 聖詩91首 

報告及介紹    

1. 今日是待降節第三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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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活動：1:30pm 講道分享。2:00pm: 林皙陽牧師主講/美國聖詩。  

4. 下主日(12/18) 1:30pm 講道分享。2:00pm: 陳明宗兄主講/核災後的餘波

盪漾。 

5. 12 月 24 日(六) 6:00 pm 聖誕聚餐。8:00 pm 聖誕暝燭光禮拜( Christmas 
Eve Candle Light Service)。請踴躍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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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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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傳講上帝的啟示，雖然受迫害，還是要忍耐繼續傳講。如同農

夫為了農作物的成長，需要對天候及收成有無限的耐心。約伯家破

人亡，妻子笑他，朋友指責他，他依然忍耐繼續相信上帝。基督徒

難免遭遇到試煉，我們要效法農夫盼望收割的忍耐，先知愛的忍耐

和約伯信心的忍耐，在各種試煉中保持一顆堅忍盼望的心。 

 
2016年教會主題：活出盼望的教會(羅1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