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台灣教會
第二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Second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詩歌頌讚
序樂
宣召

2013

年 12 月 08 日上午 11 時

Singspiration
Prelude

………………………………

……………………………………

Call to Worship

……………………………

頂禮拜上帝特別約束將來要賞賜一位救主互咱，聖經指示這位特
別的，就是耶穌，又指示祂要怎樣生落來。

讚美(聖詩)
讀經

會眾
司琴
司會

台 134 (Eng. 285) …………………… 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 2: 1-7……………
司會
Hymn:

當彼時該撒亞古士督有出詔 (chiàu)，命令天下攏造家甲，這頭一
擺的家甲，是居里扭（Ku-lī-liú）做敘利亞總督的時來做的。眾
人去造家甲，逐人倒去本城，約瑟的世系屬佇(tī)大衛的家，所以
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上去猶太，到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的，欲及
伊所聘定的馬利亞相及(sa -kap)造家甲，彼時馬利亞已經有娠孕
(sin-īn)，In 佇遐 (tī hia)的時生產的期到，就生頭上子(thâu-chiū kiá )，用布包伊，互伊睏佇槽裡，因為客館無所在通容允 in。
n

n

n

點燭

Kindle

請點第一支蠟燭，此 ê 火象徵期待及(kap) 向(ǹg)望。提醒咱上帝
和祂 ê 子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咱 ê 希望。
請點第二枝蠟蠋火，此 ê 火象徵和平。基督是和平的人君，佇世
界的起頭就給咱應允 ê。咱 bat 耐心等候，直到主的降臨。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 2:14 ………………. 司會
佇極高的位榮光歸佇上帝，地上和平佇所歡喜 ê 人 ê 中間。
祈禱和主禱文 Prayer and Lord’s Prayer …….….………..……… 眾立

平安禮
啟應
讀經

會眾
Responsive Reading : 台 35 (以賽亞 55)
會眾
Scripture Reading: 以賽亞書 11:1-10.……. … ….… 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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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耶西的樹頭欲發一支芛；對伊的根所生的枝欲結果子。耶和華
的神欲踮佇伊，就是智慧及聰明的神，計劃及能力的神，智識及
敬畏耶和華的神。伊欲掠敬畏耶和華做歡喜；伊呣是憑目睭所看
見來審判，亦呣是憑耳孔所聽見來擬斷；伊欲用公義審判喪鄉

人，用正直擬斷世上謙卑的人，用嘴中的柺拍世界，用嘴唇的氣
thâi 死歹人。公義欲做伊的腰帶；信實欲做伊的身軀的帶。豺狼欲
及綿羊仔相及住，豹及山羊子相及倒啲；牛仔及細隻獅及肥的精
牲；最細漢的囝仔欲牽 in。牛及熊欲相及食；in 的子欲相及倒
啲；獅欲食草親像牛。食奶的囝仔欲 (thit-thô)佇惡蛇的孔口；斷奶
的囝仔欲下手佇毒蛇的穴。佇我的聖山的遍地，的確無損傷無陷
害；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欲充滿地上，親像水淹滿佇洋海。到
彼日，耶西的根頭 做萬百姓的大旗；列邦欲歸倚伊，伊安息的
所在有大榮光。

獻詩
講道
回應詩
奉獻
本週金句

聖詩 82 首 …….…………. …….. . 詩班
Sermon: 彌賽亞的盼望………………….… 林皙陽牧師
Hymn: 台 143 ........................... ……. …….. ….…. 眾立
Offertory 台 306B ………………….………. …. 會眾
Bible Verse: 以賽亞書 9:6 ... ………….. …. …. 會眾
Ch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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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o us a child is born, to us a son is given,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be
on his shoulders. And he will be called Wonderful Counselor, All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Prince of Peace.

報告及介紹
頌榮
祝禱
殿樂

司會
Hymn: 台 510 …………………. ………….….
眾立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Postlude ………………………….………. ……. 司琴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彌賽亞的盼望
以色列及猶大因罪受到戰爭的懲罰。上帝對祂的子民發怒，因為百
姓不認識上帝，國家社會不公義。當以色列受了審判之後，萬軍之
耶和華將要用斧頭砍向傲慢的亞述，連一根樹樁子也不會倖存。然
而在被砍倒的廢墟中，上帝要強力介入，重造天地，『從耶西的殘
幹上要抽出嫩芽 (v.1)』，為這失控的世界帶來生機。以賽亞在猶太
人絕望之時，宣揚上主要賜給百姓一位新王作為拯救者的異象，也
就是彌賽亞的盼望，期盼這位彌賽亞能帶來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政
治的，同時也是心靈的。

主日服事 本主日 12/8 下主日 12/15 上週出席奉獻
: 成人：55 小孩： 1
證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
主日奉獻
11/24 $1,230；感
司會
陳介精
陳淵泉 恩:$3,850；風災
:$550
司琴
白建一
黃瑞鳳 主日奉獻 12/01 $1,717
招待/整理 林龍生/蕭麗雪 歐昭松/許翠蝶 每週聚會活動：
陳美美
楊宜宜 禮拜二, 五 6:30 pm 乒乓球
愛餐
10:20-40am 祈禱會
敬拜讚美
謝克明
張富雄 禮拜日
10:40-50; 12-12:30 聖歌練
獻詩
台 82 首
台 86 首 2:00pm 查經、乒乓球
報告及介紹:
1. 今日是待降節第二主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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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會員大會已選出新長執：長老：黃瑞鳳, 執事: 王玲瑜。感謝許登龍
長老、李哖執事、凌旭勢執事盡心盡意盡力的疼上帝、疼教會，願上帝
親自紀念她(他)們的辛勞。
4. 今日活動: 1:30 pm 講道回應。 2pm 教會歷史: 矢內原忠雄/蕭桂榮兄主
理。3:30pm 召開12月份長執會，請新舊長執全部出席。
5. 下主日(12/15)活動：1:30pm 講道回應。2pm 逹文西與最後的晚餐/楊士宏
長老主理。
6. 12月22日舉行聖禮典。有意受洗或轉籍者請和牧師接洽。
7. 介精兄與秀慧姊將於12/9 拜一離開 NY, 開車到 FL 度冬, 明年三月底或
四月初回來.即日起電話改為 347-884-7667及347-985-4119。
8.
9. 感謝兄姊的愛心，菲律賓風災共收到$1,900的捐款，將交由 RCA 總會
統籌處理。
nd

代禱事項:
1. 為海燕颱風對菲律賓所帶來的嚴重災害代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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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新年度的異象、事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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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堅兄、李美連牧
師娘、許右龍兄、洪傳雄兄、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5.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