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獻(獻物禮)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本週金句

Order of Worship

Offertory 台306B (4th) …..........…....…Youth &會眾
Bible Verse：馬太福音 Matthew 25:40 . .........…............會眾

2014年11月23日上午11時
我實在給恁講，恁既然行伊佇我的兄弟至微細的的一個，就是行伊佇我。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會眾

序樂

Prelude……………….……………………………….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司會

讚美(聖詩)

Hymn:台73 首(Eng.556)....…………………….....眾立

祈禱(主禱文)

Prayer (Lord's prayer)..…….………..…...…....…....眾立

認罪祈禱

Prayer for Confession.….……….......…….……………...眾立

司會：咱若講無罪，就是騙家己，真理也無惦佇咱。咱若認咱的罪，主
是真實公義，欲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攏總的不義。
會眾：阮承認，阮時常無遵照祢的話來行，背逆祢的旨意。阮常常拒絕
祢的慈愛，並且無疼厝邊親像自己。阮為著阮所犯的罪，以及無

Truly I tell you, just as you did it to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who are
members of my family, you did it to me.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頌榮

Hymn 台507 首(Eng.622)...............…..…….......…..

祝禱

Benediction...……………......…...……Rev. Shirley Lin

殿樂

Postlude

司會
眾立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The Lord said, "I will search for my sheep and will seek them out."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God is doing this for us-- through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we always have hope and

公義的心，懇求主祢的憐憫與赦免。
牧師：上帝對咱顯示了無限的疼：當咱猶久軟弱的時，基督到期替有罪

thanksgiving. When we are found, God brings us back to our
community-- this community. It is the community, or ourselves, that

的人死。咱求叫耶穌的名，罪就得著赦免。

continues the work of God, keeping us found. Let us reflect on what this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會眾

community has brought to us and what we have contributed and let us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1 (palms 100) ..….…............會眾

be thankful for the home that we have here.

讀經

Scripture: 以西結(Ezekiel)34:11-16,20-24. ….........司會

獻詩

Choir: 感謝上帝........... ….........................................詩班

講道

Sermon: Confessions of a Sheep ............

代禱時間

Prayer for healing and strength.…….…................... Rev. Lin

回應詩

Hymn: 台188 首(Eng.231)...................................... 眾立

Rev. Shirley Lin

每日讀經：
11 月23 日
彼前 3 賽 28結
43:1-44:31

11 月24 日
彼前 4 賽 29結
45:1-46:24

11 月27 日
彼後 2 賽 32但 3:1-4:37

11 月25 日
彼前 5 賽 30結
47:1-48:35

11 月26 日
彼後 1 賽 31但
1:1-2:49

11 月28 日
11 月29 日
彼後 3 賽 33但 5:1-6:28 彼後 2 賽 32但 3:1-4:37

-------------------------------------------------------------------------2014 年教會主題：同心起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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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服事

本主日11/23

下主日11/30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司 會
司 琴
招待/整理
愛 餐
敬拜讚美
獻 詩

林珊宇牧師
蕭桂榮
白建一
張子寬/李哖
一家一菜
許登龍
感謝上帝

林興隆長老
林彥哲
黃春鳳
翁哲雄/陳美美
李桔
楊士宏
台478 首

禮拜:成人:52人 小孩:7
主日奉獻 ：$1,333
玉山神學院：$1, 060.
T.F.Chen Memorial - $200.
禮拜二，五6:30 pm 乒乓球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12:00-30聖歌練習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報告及介紹：
1.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午餐,交誼及參加活動。
2. 今日咱教會歡渡感恩節(一家一菜) 。1:30 pm 講道分享。2 pm 開始有感
恩節同樂活勳，由桂榮兄與陽明兄主持。
3. 下主日(11/30) 1:30 pm 講道分享。2:00pm 查經：約伯記(一) 林興隆長老
主理。
4. 林牧師將於 11/24-12/11 休假，期間週報由陳明宗兄負責。若有消息需要
刊登請與明宗兄聯絡。
5. 感謝上帝與兄姊的愛心，至 11/16/201 為止，咱教會為聖經公會奉獻$150，
台灣教會公報社$800，玉山神學院$5,060。玉山神學院來函感謝咱教會
奉獻「綜合大樓系辦公室一間」。詳情請看公佈欄。
6. 第四季 food drive 已經開始，請踴躍參與！
代禱事項：
1. 感謝神賜給咱新一年度的長執。請為牧師、新舊長執及同工代禱，求主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2. 請大家在每晚 10:32 讀詩篇 103:2-3 為教會的發展及身心靈欠安的兄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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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島台灣教會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Pastor：Rev. Shi-Yang Lin 林皙陽牧師
akeng@yahoo.com
Tel：516-659-9661, 412-478-8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