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 島 台 灣 教 會 
Order of Worship 

201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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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Hymn: 聖詩 444B 佇我救主榮光面前 ........................ 眾立 

祈禱 Prayer (Lord's prayer) ......................................................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riendship ..........................................................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啟應文15 (詩篇65)  ..................... 會眾 

獻詩 Choir: 聖詩444A  佇我救主榮光面前 ......................... 詩班 

讀經 Scripture: 約珥書2:23-32，路加福音 18:9-14 .............. 司會  

講道 Sermon: 通過新的光芒看到自我 ...................... 亞大衛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 240 抽餉的人上帝面前 ........................... 眾立 

金句 Bible Verse: 以賽亞書 9:2 ............................................ ..會眾 

行佇黑暗中的百姓看見大光；徛起佇死蔭的地的有光照 。                                               

The people walking in darkness have seen a great light; 

on those living in the land of deep darkness a light has daw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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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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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禱  Intercession: 自台退休宣教師 ........... …………林皙陽牧師 

頌榮 Hymn 聖詩510 謳咾天頂主宰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亞大衛牧師 

殿樂 Postlude ............................................................................ 司琴 

2019年教會主題：純全的教會(羅12:2)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前論：自我介紹；上主把他的靈傾注給每一個人 (約珥書 2:23-32) 

I. 視自己為奇妙，視他人為卑鄙---我們有時類似於法利賽人 

II. 因為覺得自己很慘，所以羨慕別人---有時我們需要憐憫，其他時候我

們必須憐憫 

III. 當看到自己被愛時，必須愛別人---上帝給予救贖的雙向呼召 

結論：我們的使命是愛別人。 

報告與介紹： 

1. 感謝亞大偉牧師（Rev. David B. Alexander）今日信息的分享，亞牧師在

台開拓教會、任職大專學生中心、教會公報社編譯及台南神學院。牽手

莫霞琳老師任職大專學生中心，並在文藻外專、 國立中山大學、私立

高苑科技專、台南神學院和長榮大學教書。亞大偉牧師夫婦在台服事將

近 40年。2015年 12月榮獲總統府頒發「紫色大綬景星勳章」，並於

去年 7月退休前，由台南政府頒發身分證，成為正港台灣人。 願神賜

福並繼續引領牧師夫婦退休後的生活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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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分享暫停。1:20-1:45pm亞大衛牧師/台灣宣教記行。 

4. 下主日(11/3) : 講道分享。2 pm :賴弘毅牧師。3:30pm 長執會。 

5. 下主日(11/3)日光節約時間結束，請大家把時間撥慢一小時。 

6. 今年秋季和會訂於 11月 10日禮拜後舉行 (改選新長執) 。 

代禱事項： 

1. 為全球暖化、海洋汙染、香港反送中代禱。 

2.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3. 請為教會聘牧代禱，求神帶領合適的牧者來牧養咱教會。 

4. 請每晚讀詩篇 103:2- 3來為教會發展及身、心欠安的兄姊及親友祈禱。 

特別代禱：雪兒姊、李哖姊和 Sharon。 

5. 為台灣總统及立委選舉代禱，求神興起合神心意的領袖來帶領國家。 

主日服事 本主日10/27 下主日11/3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亞大衛牧師 賴弘毅牧師 禮拜人數： 

大人 41 人。 

 
主日奉獻:$1,347 
發展基金：$100 
懷念淵泉兄: $620. 
特別奉獻: $700. 
 

 

司 會 黃政賢 凌旭勢  
司 琴 黃瑞鳳 蘇秋莉  

招待/整理 Allen/Carol 黃伯胤/李芬芬  
愛 餐 許慧娟 陳美美  
敬拜讚美 謝克明 賴弘毅  
獻 詩 聖詩444A 聖詩317  

http://taigi.fhl.net/song/gs.php?fn=444A.ppt
http://taigi.fhl.net/song/gs.php?fn=444A.ppt
http://taigi.fhl.net/song/gs.php?fn=240.ppt
http://taigi.fhl.net/song/gs.php?fn=510.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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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主日下午 2 PM 

週間查經 每週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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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N TH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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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