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台灣教會
第一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First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2016年11月27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 會眾

序樂

Prelude ...........................................................................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 司會
耶穌基督還(iáu)未出世以前，佇（tī）在猶太國的住民中，
有稱做以賽亞和彌迦的先知，已經預言報告給(hō͘)人民，就
是上帝 beh 賞賜一個特別的嬰仔，伊出世是為著要(beh) 保
護及 (kap) 拯救世間人。

讚美(聖詩)

Hymn: 聖詩245首 ......................................................... 眾立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以賽亞書 Isaiah 9:2, 6-7.................. 司會
行佇（tī）黑暗中的百姓看見大光，khiā 起佇（tī）死蔭的地
者，有光照 in，因為有一個嬰仔為咱來出世，有一個子賞賜
咱，伊欲負擔國政，伊的名稱做奇妙謀士、全能的上帝、永
遠 tī-teh 的父、和平的人君。祂的國政及平安欲加添無窮
盡，就是佇大衛的寶座及伊的國，欲用審判公義來建立伊，
保護伊，對今（tan）到永遠，萬軍的耶和華的熱心欲成（chiân）
此個事。

點燭

Kindle
今仔日進入待降節期 ê 第一 ê 主日，請點第一支蠟燭，此 ê
火象徵期待及盼望。提醒咱上帝和祂 ê 子耶穌基督是世界
的光，咱 ê 盼望。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彌迦書 (Micah) 5:2 ........................ 司會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佇（tī）猶太諸個 (chiah ê )鄉社中做微細
者 (bî-sòe-ê )，欲有一個從你遐 (hia)出來，佇以色列中間給
我做掌權的，伊的根源對古早，對第一起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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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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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7 ( Psalm 130) ............................ 會眾

獻詩

Choir: 睡的人著醒 ....................................................... 詩班

讀經

Scripture:羅馬書 Romans 13:11-14 ............................... 司會
按呢生知此個時候就是恁已經著睏醒的時；因為咱得著
救，比起頭信的時卡近。暝欲過，日時近啦；所以咱著褪
去黑暗的所行，來穿光明的戰甲。所行著端正，親像佇日
時。莫得放縱酒醉，莫得好色邪淫，莫得相爭怨妒；著穿
主耶穌基督，莫得為著肉體圖謀，致到趁私慾。

講道

Sermon: 睡的人得醒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360首 ........................................................ 眾立

金句

Bible Verse：羅馬書 Romans 13:12 ............................. 會眾
暝欲過，日時近啦；所以咱著褪去黑暗的所行，來穿光明的戰甲。

The night is far gone, the day is near. Let us then lay aside the
works of darkness and put on the armor of light.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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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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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mn 聖詩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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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晝將近」在神學中被拿來作為末世論的討論經文。
耶穌論世界的末了，有不同的徵兆，作為信徒一定要儆
醒預備。
保羅以積極和消極兩種態度勸勉羅馬教會信徒在末世行
事要光明正大。切忌：荒宴、醉酒、好色、邪蕩、爭兢
和嫉妒。

主日服事

本主日11/27

下主日12/04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司 會
司 琴

林皙陽牧師
許登龍
蘇秋莉

林皙陽牧師
謝克明
Crystal

禮拜人數：
成人： 56 人 小孩：:11人

招待/整理
愛 餐
敬拜讚美
獻 詩

吳心蓮/Kyle
李秀卿
許登龍
睡的人得醒

陳明宗/陳秀名
李桔
張富雄
聖詩84B 首

主日奉獻: $$3,978.

Development Fund: $150.
Dr. T.F. Chen: $1,000

報告及介紹
1. 今天是待降節第一主日（1st Sunday of Advent）
，也是傳統教會曆一年
的開始，待降節期有四個主日，點四根蠟燭，分別象徵希望、信心、
喜樂、仁愛；中央一支白色蠟燭，代表基督，是世界之光。教會佈置
成紫色，代表耶穌基督的「神聖、尊貴與慈愛」
。上禮拜教會每個家庭
發一份 "待降節靈修 記憶之旅"，請大家每日靈修，以期待、盼望的
心一起來迎接主耶穌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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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克明兄主講/ DNA 的啟示 2。
4. 下主日(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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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ie Kao 和燦秀姊與國宏兄來電向大家請安，並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代禱事項：
1. 為美國大選後社會的安定以及新當選的總統祈禱，求主賜給他謙
卑、智慧、道德與勇氣，來帶領和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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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