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 島 台 灣 教 會 
Order of Worship 

2018年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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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求主奮興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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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Psalm 100) ................... 會眾 

獻詩 Choir: 聖詩224 全能天父是萬富有 .............................. 詩班 

讀經 Scripture: 使徒行傳 Acts 10:44-48  ................................ 司會 

講道 Sermon: 外邦人的福音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302 救主我思念祢的時 ............................. 眾立 

金句 Bible Verse： 加拉太書 Galatians 3:14 ....................... ..會眾 

欲互亞伯拉罕的福氣，對基督耶穌續到佇外邦，

互咱對信得著所應允的聖神。 

He redeemed us in order that the blessing given to Abraham 

might come to the Gentiles through Christ Jesus, so that by 

faith we might receive the promise of th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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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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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禱  Intercession: 豐一兄、文雅姊 ............................ 林皙陽牧師 

頌榮 Hymn 聖詩 508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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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教會主題：我們一起來重建 (尼 2:17-20)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作者告訴外邦基督徒，福音是經過了重重的阻礙，信仰前輩及殉道者的流

汗、流血之後，才傳到他們當中。彼得和保羅的經歷，使追隨者知道信仰

的力量與聖神真實的同在。聖神伴著福音的事工，充滿在渴望上帝救恩

的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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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師主理/耶利米書 3-4章。 

3:30 pm 長執會。 

3. 5月 8日(二) 3pm創世記查經。請先預讀 29-30章。 

4. 下主日(5/13) :一家一菜慶祝母親節。1:30pm 講道分享。2:00 pm:慶祝

母親節餘興節目，由哲雄兄與陽明兄主理。歡迎邀請兒女、親朋好友

一起來參加。 

5. EQ Camp 預定在 6/27(三) - 7/1(日)舉行，歡迎所有 7-15歲兒童參加。 

6. 今年退休會預定於 8/11(六)-8/12(日)在教會舉行，請預留時間參加。 

7. 教會預定於 9月 1日(六)3 pm舉行設教 40 週年慶典，請預留時間，若

需邀請卡者請向楊長老或牧師登記。 

代禱事項：  

1. 請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祈禱！ 

2.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設教 40 週年的籌備事工代禱。 

3. 為Mark 申請醫學院代禱。 

4. 請每晚讀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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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兒姊、李哖姊、Sharon和陳水扁總統。 

主日服事 本主日5/6 下主日5/13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珊宇牧師 

禮拜人數： 

成人 41人，kids 5 人。 

 
主日奉獻$2,017 

乒乓奉獻 $304 

 

司 會 黃瑞鳳 楊士宏 

司 琴 黃婷玉 許鴻玉 

招待/整理 翁哲雄/陳美美 王旭昭/許秀實 

愛 餐 蔡淑芳 一家一菜 

敬拜讚美 謝克明 王旭昭 

獻 詩 聖詩224 那雙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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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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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島台灣教會 

   位置略圖 

  

 

 99 Campbell Ave.,  

   (at Lafayette St.) 

Williston Park, NY 11596 

 

 

 

 

 

 

 

 

長島台灣教會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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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