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台灣教會
第三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Third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2014 年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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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賞賜我們喜樂，是我們喜樂的源頭，讓我們勇敢
面對生活的挑戰；賞賜我們喜樂的心，讓我們因為主來快樂。賞
賜我們有知足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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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279 首…….….…………….…….….……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Luke) 2: 8-20…….…司會
在伯利恆郊外，有些牧羊人夜間露宿，輪流看守羊群。主的天使
向他們顯現；主的榮光四面照射他們，他們就非常驚惶。可是天
使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訴你們；這消息要帶給
萬民極大的喜樂。今天，在大衛的城裏，你們的拯救者─主基督
已經誕生了！你們會看見一個嬰兒，用布包著，躺在馬槽裏；那
就是要給你們的記號。」忽然，有一大隊天軍跟那天使一起出現，
頌讚上帝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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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離開他們回天上去的時候，牧羊人彼此說：
「我
們進伯利恆城去，看主所告訴我們那已經發生了的事。」於是他
們急忙趕去，找到了馬利亞、約瑟，和躺在馬槽裏的嬰兒。牧羊
人看見以後，把天使所說關於嬰兒的事告訴大家。聽見的人對牧
羊人的話都很驚訝。馬利亞卻把這一切事牢記在心裏，反覆思
想。牧羊人回去，為他們所聽見所看到的事讚美歌頌上帝，因為
所發生的事跟天使所告訴他們的相符。

點燭

Kindle ….……………...... ….........................

讀經

Prayer and Lord’s Prayer …….….………..………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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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 台 15 (Psalm 65)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帖撒羅尼迦前書(1Thessalonians) 5:16-24 .司會
著常常歡喜，著祈禱無息，凡事感謝；因為此個是上帝 佇基督
耶穌向恁的旨意。呣通拍熄聖神；呣通看輕先知的話。凡事著察
驗，好的著執守，著離開逐樣的歹。願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盡
成聖！閣願恁的神及魂以及身軀，佇咱的主耶穌基督閣來的時，
攏得著保全，無通嫌！召恁的是信實，伊也欲成伊。

獻詩

Choir:

Sanctus 聖哉聖哉 ….….……….….…

…… 詩班

講道

Sermon: 歡歡喜喜與主同工……….…….……林皙陽牧師

代禱時間

prayer for healing and strength.…..…

回應詩

Hymn:

奉獻

Offertory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 帖撒羅尼迦前書(1Thessalonians) 5:16-18 .……..

… 林皙陽牧師

台 371 .................... ……. ….…….….
台 306B

….……..……….…….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福音 11:4-6 ...........……司會
耶穌回答：
「你們回去，把你們所聽到、所看到的，報告約翰， 就
是：失明的看見，跛腳的行走，痲瘋的潔淨，耳聾的聽見，死人
復活，窮人聽到福音。那對我不疑惑的人多麼有福啊！」

眾立
會眾
會眾

著常常歡喜，著祈禱無息，凡事感謝；
因為此個是上帝 佇基督耶穌向恁的旨意。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頌榮

Hymn:

祝禱

Benediction

殿樂

Postlude

台 499

...... …….........

司會

…………………. ………….………眾立

.……………….....……………

林皙陽牧師

………………………….……….…….

陳秀名

請點第三支蠟燭，象徵喜樂。提醒我們，上帝疼我們，教我們要
相愛。

眾立

祈禱和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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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陳水扁統
代禱。
3.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司琴

主日服事
證 道
司 會
司 琴
招待/整理
敬拜讚美

謝克明
黃婷玉
張子寬/李哖
富美 & 秋莉
楊士宏

下主日(12/21)
林皙陽牧師
楊士宏
黃瑞鳳
謝克明/蔡淑芳
一家一菜
張富雄

獻 詩

Sanctus 聖哉聖哉

台 80A 首

愛 餐

本主日(12/14)

林皙陽牧師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45小孩：6
主日奉獻$1,943
每週聚會活動：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禮拜日10-11am 作業輔導
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 12-12:30聖歌練唱
2:00pm 查經、乒乓球

報告及介紹:
1. 今日是待降節第三主日（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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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玉姊先生的喪禮已於上禮拜二順利完成，婷玉姊感謝兄姊對她的關
心與勉勵，她會把悲傷留於身後,面對事實,繼續走前頭的路。請兄姊
繼續關心、代禱；願聖靈與她同在，安慰她憂傷的靈。
4. 今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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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pm 召開 12 月份長執會，請新、舊長執全部出席。
5. 下主日(12 月 21 日)為聖誕感恩禮拜，並恭守聖餐，有意受洗或轉籍者
請洽牧師。禮拜後慶祝聖誕節，有一家一菜及餘興節目，由蕭桂榮兄
與柯陽明兄共同主持。
6. 旭勢兄與智惠姊來函感謝教會兄姊的關心與代禱。並祝各位聖誕節快
樂、恭賀新年合家平安。他們將在維州陪伴 Jean 走完她一生的最後一
里路，暫時無法回 NY。
7. 為著教會的長期發展及推展社區服務，與 EQ Camp 相輔相佐，從本周
起，每周日上午 10 -11am 在地下室主日學教室，有 6-9 年級生的作業
輔導(Homework Help)免費服務，由 Kayel 負責教學。接著 11:00 am 有
青年主日學。請大家鼓勵 6,7,8,9 年級的鄰近子女參加。每周日上午
10:40 am 的祈禱會改在 3F 的圖書室舉行。
8. 12 月 24 日(三)
6:00 pm 聖誕聚餐以及第二代 reunion。
8:00 pm 聖誕暝 (夜) 燭光禮拜( Christmas Eve Candle Light Service)。需
要有 9 個人朗讀經文，欲參加服事者，請洽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