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 島 台 灣 教 會 
Order of Worship 

2017年10月01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會眾 
序樂 Prelude ................................................................................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 
讚美(聖詩)Hymn: 聖詩166 (耶穌聖會上帝設立) ...............................眾立 
祈禱(主禱文) Prayer (Lord's prayer)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riendship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啟應文 18 (詩篇90) ..........................會眾 
獻詩  Choir : 聖詩246 (上帝痛疼贏過一切) ...............................詩班 
讀經  Scripture: 尼希米記 Nehemiah 2:17-20 ..............................司會 
講道 Sermon: 我們一起重建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170 (請咱大家大聲唱歌) ...............................眾立 
聖禮典  Holy Communion.  ................................................. 林皙陽牧師 

接納新會員:曾伯誠兄 
金句 Bible Verse：尼希米記 Nehemiah 2:18 ..............................會眾 

我給 講我的上帝的手怎樣幫助我，及王對我講甚麼話。 講：「咱

起來起造(khí-chō)！」對按呢 奮勇(hùn-ióng)做此個好的工。 

I told them that the hand of my God had been gracious upon me, and 
also the words that the king had spoken to me. Then they said, “Let us 
start building!” So they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common good. 

奉獻 Offertory 聖詩306B (4th) ....................................................會眾 
公禱  Intercession.:   ....................................................... 林皙陽牧師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司會 
頌榮 Hymn 聖詩514 (今要散會求主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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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是咱教會設教四十周年。40 在聖經被理解為「試煉或苦煉的數

字。」尼希米記提醒以色列百姓在被擄歸回之後，如何藉著重建聖

殿，重新作上帝的子民。在我們邁進四十周年前夕，讓我們用心思

考：如何透過建造教會，讓我們與上帝更親近，重新作上帝的子民。 

報告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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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 : 許鴻玉音樂會。 3:30pm 長執會。 
3. 下主日(10/8) : 1:30pm 講道分享。 2pm : 曾慶豹教授/話說長老教會「人權

宣言」40 週年 (二)。 
4. 今天是世界聖餐主日, 感謝上帝帶領曾伯誠兄加入咱教會，同心來敬拜上

帝。 
5. 本周請為曾伯誠兄的家庭代禱。 
6. 感謝主！今年的社區音樂會已於昨日 (拜六)圓滿結束！感謝許鴻玉老師

等音樂家和咱教會聖歌隊精彩的演出；也感謝婦女組準備簡餐，招待貴

賓。願上帝親自記念他(她)們的辛勞。 
7. 林牧師將於本周二前往 Baltimore 參加北美教協研習會。 
8. 請為近日颶風與地震災害及救援代禱。欲捐款者支票請 Pay to: LITC (註明

賑災)。10/15 截止，捐款將直接寄到 RCA 紐約大會。 

代禱事項：  

1. 為美國與台灣的總統，及世界的公義、和平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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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代禱為：李哖姊、Sharon、江雪兒姊和陳水扁總統。 

每日讀經： 

10 月1 日 
弗 5 伯 23 斯 
9:1-10:3 

10 月2 日 
弗 6 伯 24耶 
1:1-2:37 

10 月3 日 
腓 1 伯 25耶 
3:1-4:31 

10 月4 日 
腓 2 伯 26耶 
5:1-6:30 

10 月5 日 
腓 3 伯 27耶 7:1-8:22 

10 月6 日 
腓 4 伯 28 耶 9:1-10:25 

10 月7 日 
西 1 伯 29 耶 11:1-12:17 

 
2017年教會主題：讚美的教會 (腓4:8) 

 

 
 

本主日10/01 下主日10/08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曾慶豹教授 禮拜人數： 

成人 43,  小孩 4 
9/30 音樂會:約 80 人

 

主日奉獻: $2,014. 

Hurricane Relief: $320 

 

司 會 黃政賢 謝克明 
司 琴 許鴻玉 黃瑞鳳 

招待/整理 謝克明/蔡淑芳 白建一/王玲瑜 
愛 餐      楊智惠 劉佩瑛 

敬拜讚美 王旭昭 張富雄 
獻 詩 聖詩246 聖詩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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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主日上午11 AM 

關懷祈禱會 每主日上午 10:20 AM 

聖歌練習 每主日10:40-50AM;12:00-30 PM 

英文主日學 每主日上午11 AM 

成人主日學、生活及信仰講座 每主日下午 2 PM 

乒乓球練習 每週二及週五下午6:30 PM 

社區音樂會 不定期 

 

教會位置略圖 

  

 

 99 Campbell Ave.,  

   (at Lafayette St.) 

Williston Park, NY 11596 

 

 

 

 

 

 

長島台灣教會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Restore Us O God! 
 

 

 

 

   

TTTooo   PPPlllaaannn   fffooorrr   aaa   CCChhhaaannngggeee 

                     尼希米記 Nehemiah 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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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