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禮 拜 程 序

主日服事

本主日2/14

下主日2/21

Order Of Worship

林皙陽牧師
柯陽明
黃婷玉
張子寬/李哖
黃瑞鳳
謝克明
台32首

林皙陽牧師
許登龍
黃瑞鳳
黃政賢/許慧娟
陳美美
楊士宏
台476首

詩歌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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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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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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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司 會
司 琴
招待/整理
愛 餐
敬拜讚美
獻 詩

讚美(聖詩) Hymn:台105首 ......................................................................... 眾立

報告及介紹

2016年2月14日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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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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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33 (Isaiah 40) ........................................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 路加福音書(Luke) 4:1-13 ................................... 司會

獻詩

Choir:.... 台32首 ...................................................................... 詩班

講道

Sermon: 上帝的擁抱...................................................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311首 ....................................................................... 眾立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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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句

Bible Verse：哥林多前書(1 Corinthians) 11:1 ....................... 會眾
恁著學我，親像我學基督。
Follow my example, as I follow the example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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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mn 台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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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曠野接受魔鬼的試探與祂後來的宣教工作有密切的關係，祂希
望我們在宣教時也能通過試探，不至於跌倒。 祂接受洗禮，乃是為
了表明順服上帝的旨意。耶穌說：「…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太3:15 )。」因此祂願意接受試探、受洗，來順服上帝的旨意。這是
基督徒生活的標準，因為義是上帝的屬性，所以耶穌所作所為就是要
我們效法祂和上帝一般完全 (太5: 48)。 而祂來是讓我們的生活有好
的模範可追隨，正如保羅說: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
前 11:1)。」

上週出席與奉獻
禮拜:成人43 ,小孩3
主日奉獻: $ $1,958.
午餐：$660
震災奉獻: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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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活動: 1:30pm 講道分享。2:00pm：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的《哈
姆雷特》/陳廷楷主講。
3. 下主日 (2/21) : 1:30pm 講道分享。2:00 pm: 楊士宏 - 電影欣賞
《Kano》。
4. 感謝上帝，桂榮兄已於昨日出院。桂榮兄與阿桔仔姊特意來電感
謝大家的關心與代禱，由於桂榮兄仍需要靜養，暫時請勿前往探
訪。請大家繼續為桂榮兄的復原祈禱。
5. 長執會通過為南台灣大地震奉獻，若有負擔請支票開給教會，註
明為震災奉獻，2 月底截止。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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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冠傑兄和陳水扁總統代禱。
3. 請為台灣選後政局的穩定以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每日讀經：
2 月7 日
太 26:1-35詩 36 出
10:1-11:10

2 月8 日
太 26:36-56詩
37:1-22出 12

2 月9 日
2 月10 日
太 26:57-75詩
太 27:1-26詩 38 出
37:23-40出 13:1-14:31 15

2 月11 日
2 月12 日
2 月13 日
太 27:27-44詩 39 出 16 太 27:45-66詩40出17:1-18:27 太 28 詩 41出 19:1-20:26

2016 年教會主題：活出盼望的教會(羅 15:13)
願賞賜盼望的上帝，互恁對信來充滿逐樣的歡喜、平安，
互恁佇聖神的權能得著滿滿的盼望。

Mission Statement
長島台灣教會 是由住在紐約地區的台灣人因為受到耶穌基督的感動，
決志跟隨祂而建立的教會。 我們接受上帝的呼召，藉著聖靈的能力，
受祝福而成為眾人的祝福。我們的使命是向台灣人傳福音，關心台灣，
服務世界。 我們重視個人靈命的成長， 互相關懷與分享；努力推動福
音事工，同時尋求和解，促進主內的合一。

聚會及活動
主日禮拜
關懷祈禱會
聖歌練習
青少年作業輔導
英文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生活及信仰講座

每主日上午11 AM
每主日上午 10:20 AM
每主日10:40-50AM;12:00-30 PM
每主日上午10-11AM
每主日上午11 AM
每主日下午 2 PM

家庭查經
乒乓球練習
社區音樂會

每隔周一11:00 AM-12:30PM
每周二及周五下午6:30 PM
不定期

長島台灣教會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教會位置略圖
99 Campbell Ave., at Lafayette St.
Williston Park, NY 11596

Pastor：Rev. Shi-Yang Lin 林皙陽牧師
網址：www.taiwanesechurch.net
Facebook:www.facebook.com/LongIslandTaiwaneseChurch
Tel：516-659-9661,412-478-8264
akeng@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