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島台灣教會 
第一待降節禮拜程序  

The First Advent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2017年12月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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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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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ō)͘人民，就是上帝 beh
賞賜一個特別的嬰仔，伊出世是為著 beh 保護及拯救世間人。 

讚美(聖詩)Hymn: 聖詩143首 請來﹗請來﹗以馬內利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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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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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仔日進入待降節期 ê 第一 ê 主日，請點第一支蠟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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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ī）猶太諸個 (chiah ê )鄉社中做微細

者 (bî-sòe-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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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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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19 ( Psalm 95) ................................... 會眾 

獻詩 Choir: 睡的人著醒 ............................................................ 詩班 

讀經 Scripture:馬可福音 Mark13:24-37 ..................................... 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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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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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ō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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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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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h 睏。

我所給恁講的，也給眾人講：著張持！ 

講道 Sermon: 主必再來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聖詩381首 日月如梭若水在流 ............................ 眾立 

金句 Bible Verse：馬可福音 Mark13:32 ...................................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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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about that day or hour no one knows, neither the angels in 

heaven, nor the Son, but only the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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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禱  Intercession 彥哲兄與麗嬋姊 ............................... 林皙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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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榮 Hymn 聖詩509首 謳咾天父萬福本源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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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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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教會主題：讚美的教會 (腓4:8) 



報告及介紹  

1. 今天是待降節第一主日，也是傳統教會曆一年的開始，待降節期有四個

主日，點四根蠟燭，分別象徵希望、信心、喜樂、仁愛；中央一支白色

蠟燭，代表基督，是世界之光。教會佈置成紫色，代表耶穌基督的「神

聖、尊貴與慈愛」。請大家以期待、盼望的心來迎接主耶穌的誕生。 

2.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參加午餐，交誼及各項活動。 

3. 今日活動：1:30pm 講道分享。2:00pm: : 林皙陽牧師/共觀福音。 

4. 下主日(12/10) 1:30pm 講道分享。2:00pm: 林彥哲兄專講。 

5. 歡迎昭松兄與阿心姊自台歸來。恭喜他們於 11/4 升格做阿公阿嬤，媳婦 

Lia 與孫子 Elijah 都平安，願主賜福！ 

6. 12 月 5 日(二) 3-5pm 繼續查考創世記 2-4 章，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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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兄、國宏兄、李哖姊、Sharon、昭霞姊的令妹張

錦華姊和陳水扁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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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和基督徒在被迫害時，他們借著滿有暗喻性及象徵性的啟示文

體透露他們的信念。耶穌講述祂再降臨的事，祂用景象表達。天地日

月都是一片黑暗。祂沒有再臨的時間表。十個童女的比喻是要門徒做

好準備，警醒祈禱，等候基督再來，因主哪天再臨沒人知道。我們要

以謙卑悔改的心去迎接、祂的再臨將是一次性的，是末日的再臨。 

 

 
 

 

 
 
 

主日服事 本主日12/03 下主日12/10 上週出席與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皙陽牧師 禮拜人數： 
成人：41人 小孩：4人 
週間查經: 16人

主日奉獻: $2,170. 
賴弘毅牧師: $700. 
蘇醫師紀念基金: $300. 
教會修繕: $60,000. 
牧師館修繕: $10,000 

司 會 蕭桂榮 謝克明 

司 琴 許鴻玉 黃婷玉 

招待/整理 翁哲雄/陳美美 柯陽明/張富雄 

愛 餐 陳秀名 羅桂珠 

敬拜讚美 王旭昭 張富雄 

獻 詩 睡的人著醒 聖詩91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