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 島 台 灣 教 會 
二二八 七十二周年紀念禮拜 

2019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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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心內勿為惡人不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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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詩篇23) .............................. 會眾 

獻詩 Choir: 台灣翠青 ............................................................... 詩班 

讀經 Scripture: 詩篇 Psalm 37:1-11, 39-40 ................................. 司會 

講道 Sermon: Hope Springs Eternal ................................. 林珊宇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171 聖徒聚集主聖殿 ..................................... 眾立 

聖禮典 Holy Communion .................................................... 林皙陽牧師 

金句 Bible Verse：詩篇 Psalm 37: 1-2 ....................................... 會眾 
呣通因為做歹的人心內不平，亦呣通怨妒行不義的人。 

為 親像草快快割，閣親像青翠的菜老去。 
 Do not fret because of the wicked; do not be envious of wrongdoers, for 

they will soon fade like the grass, and wither like the green her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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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燭 Candle Lighting 聖詩430 阮為萬民求主照顧................... 會眾 

公禱  Intercession.: 台灣的轉型正義及未來 ................... 林皙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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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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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禱 Benediction ............................................................. 林珊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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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We may be disappointed by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lives, including the 
politics of Taiwan as we gather to remember and commemorate 2-28, but 
this is a time where we need to be vigilant about reminding ourselves how 
far we have come. In this time of skepticism and uncertainty, we must 
always remember the lesson that God teaches us: trust in the Lord, your 
God, and God will be with us and save us. What we want may not look like 
what God grants us, but that does not mean it is no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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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紀念 228，感謝上帝時時的與台灣人同在。祈求上帝不要讓類似

的悲劇在台灣或世界上任何地方再度發生。請大家持續為台灣能堅守正

義，落實轉型正義代禱。 
3. 今日活動: 1:30pm 講道分享。2pm : 228 楊士宏長老:228 紀念音樂與作曲家。 
4. 下主日(3/3) : 1:30pm 講道分享。2pm : 蔡嵩陽長老-羅馬字教學。3pm 長

執會。 
5. 3 月 10 日將舉行春季和會，審查 2018 年收支、報告及 2019 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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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兒姊、李哖姊、Sharon 和陳水扁總統。 

2019年教會主題：純全的教會(羅12:2) 

主日服事 本主日2/24 下主日3/3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珊宇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人數： 
成人 38 人 

 
主日奉獻: $1,426. 

Dr. T.F. Chen Fund $200. 

午餐: $120 
 

司 會 楊士宏 黃瑞鳳 

司 琴 許鴻玉 黃婷玉 

招待/整理 邱森昌/羅桂珠 陳明宗/陳秀名 

愛 餐 Dorothy 蘇秋莉 

敬拜讚美 楊士宏 王旭昭 

獻 詩 台灣翠青 聖詩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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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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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