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台灣教會

讀經

第一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First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2014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1 時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會眾

序樂

Prelude…….….……….……….….……….…….….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耶穌基督還未出世以前，佇在猶太國的住民中，有稱做以賽亞和
彌迦的先知，已經預言報告給(hō͘)人民，就是上帝要賞賜一個特
別的嬰仔，伊出世是為著要保護及 拯救世人。

讚美(聖詩)

Hymn: 台 54 首…….….…………….…….….……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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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到永遠，萬軍的
耶和華的熱心欲成此個事。

點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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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秀名

今日咱進入待降節期第一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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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佇猶太諸個鄉社中做微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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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立

祈禱和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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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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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 台 35

(Isaiah 55) …. ......會眾

馬可福音 13：24-37. … ……... 司會

Scripture Reading:

「當許個日，彼個患難的了後，日欲黑暗，月無出伊的光，星對天磕
落(ka-lauh)，佇天裡的象欲振動。彼時，欲看見人子用大權能及榮光，
佇雲中臨到。彼時伊欲差伊的天使，對四方，聚集伊所揀的百姓，對
地極到天邊。」
「恁著學無花果樹此個譬喻：當枝軟葉發的時，恁就知
夏天近啦。按呢，恁看諸個事，著知是近，到門口啦。我實在給恁講，
此世代猶未過去，到諸個代誌攏成。天地欲廢無，我的話廢無。
「若是
論彼日，彼時，人呣知，佇天裡的天使也呣知，子也呣知，獨獨父知
伊。著謹慎，警醒來祈禱，因為恁呣知彼個期是佇甚麼時。是親像一
人離開伊的家，去出外，將權交代伊諸個奴僕，有派工互逐人做，閣
吩咐顧門者著張持(tiun-tî)。所以，恁著張持；因為恁呣知恁的主甚麼
時欲來，或是日暗，或是半暝，或是雞啼，或是天光早驚了伊忽然來，
抵著恁啲睏。我所給恁講的，也給眾人講：著張持！」

獻詩

Choir:

講道

Sermon: 你在等待什麼？……………….…… 林興隆長老

代禱時間

prayer for healing and strength.…………….…… 林興隆長老

回應詩

Hymn:

奉獻

Offertory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 詩 80:7 ... ……………..……………..

台 478 首

.…….….……….…….….……… 詩班

台 144 ........................... ……. ….…….….
台 306B

….………………….…….

眾立
會眾
會眾

萬軍的上帝啊，互阮倒轉，互你的面發出光，阮就得著救！
Restore us, God Almighty; make your face shine on us, that we may be saved.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 and Welcome ...... …….......... ……

頌榮

Hymn:

祝禱

Benediction

殿樂

Postlude

台 511

司會

…………………. ………….………眾立

.……………….....……………

林興隆長老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待降節一方面，期望上帝在耶穌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新創造；同時，慶

祝這位耶穌歷史的成全者,必將來臨以恩慈, 和平統治的應許。

7. 林牧師休假至 1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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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待降節是基督的教會，專心一致，注意在期望的節期 。充滿耐心，熱
誠，專注的期望。展望將來，期待上帝將要成就的大事。
主日服事

本主日 11/30

下主日 12/7

證 道
司 會
司 琴
招待/整理
敬拜讚美

林興隆長老
林彥哲
黃春鳳
翁哲雄/陳美美
李桔
楊士宏

林興隆長老
陳麗嬋
翁妙玲
陳淵泉/曾惠美
陳美美
陳哲卿

獻 詩

台 478 首

台 143 首

愛 餐

上週出席奉獻
禮拜:成人：59小孩：8
主日奉獻: $2,991.
玉山神學院: $50.
Development Fund: $200.
Dr. T.F. Chen Memorial
Fund: $200.
每週聚會活動：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 12-12:30聖歌練
2:00pm 查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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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耶誕節止，「待降」一方面紀念基督曾經降
臨，一方面則期待祂二次再臨。教會佈置成紫色，代表耶穌基督的「神聖、
尊貴與慈愛」。請兄姊以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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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2:00 pm 查經：約伯記(一) 林興隆長老主理。
4. 下主日(12/7)的活動: 1:30pm 講道回應。2:00 pm 查經：約伯記(二)林興隆長
老主理。12 月份長執會延至 12 月 14 日召開，請新舊長執全部出席。
5. Crystal Chang Said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give this
church this opportunity to help Samaritan's Purse and for
everyone's generosity in contributing. We have collected a
total of about 22 boxes and I have taken them to the
collection center for distribution all over the world.”

6. 12/14 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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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邀請親友同鄉一起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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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
3.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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