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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待降節第一主日禮拜程序

The first Advent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Service
司會：陳蓓蓉長老       證道：謝敏川牧師       司琴：陳玫麗

 1:00 pm                                                                                 November 29,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主說 遐的(hiah‐ê)日子得欲(tit‐beh)到!
眾 當(tng)所應允的(ê) 欲(beh)成之時。 

司 天及地欲(beh)無去，

眾：只有上帝的話，勿會(boe)無去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洪雲漢, Vivian & 
Rebecca Hong

宣告：注目等待主基督的降臨!  點 盼(ng)望，和平，喜樂及(kap)  愛
(thian ) 的蠟燭，在祈禱中記得上帝的應允。

點蠟燭 阮今點 這支「盼望」的蠟燭， 點這第一枝蠟燭。信實的上

帝阿，在戰亂中，祢帶來和平秩序，更新阮的盼望，使阮會通
(thang) 向(ng) 著 基督降臨所帶來的世界和平來努力。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31 天父疼咱世間眾人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The Light Will Come                      聖歌隊                         
作詞/曲：David Angerman and Joseph Martin

The Light will come. The Light will come, and hope will fill your life.
The Light will come, and peace will calm the night.
The Light will come, and Love will shine.
Lift up your voice. Sing and rejoice. The Light will come.
Into our night a star is shining bright,
And soon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ll all behold the sight.
Lift up your heads, your redemption draweth nigh.
Be of good cheer, for the time is near. Soon the Light will come.

The Light will come, and hope will fill your life.
The Light will come, and peace will calm the night.
The Light will come, and Love will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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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t up your voice. Sing and rejoice. The Light will come.
認罪呼召 (Call to Confession)         

咱著用真實的心，來親近上帝，咱相閤佇上帝的面前彼此認罪。咱
若認咱的罪，祂是真實公義，欲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攏總的不義。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永活的上帝 阮承認阮抵制(tí‐chè)祢神聖的境界 祢要求公道及正義
但是阮追求自私自利 祢應允阮救恩 阮卻(khiok)相信家己的力量

赦免阮!恩典的上帝。求祢領(chhōa)阮行在祢真理ê路，使阮通準備
好來及(kap)祢面對面相見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默
禱)                            

赦罪宣告 (Pardon)              
人若站佇基督，就是新創造的人，舊的生活已經過去，新生活已經
開始，著知咱得著赦免，咱有平安。阿們。　           

詮釋主道 (Interpreting the Word)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21:25‐36 (新約：藍:  p 97,  紅p 135, 棕p 135)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挺身盼望主來臨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585 或是厭倦 或是憂悶

認信獻身 (Affirming our Faith and Dedication)                  
     奉獻 (Offering)       

奉獻詩* 新聖詩 #382 (v.4)  
“我的錢銀獻給祢，用出攏趁祢旨意，
  我的才情祢賞賜，甘願還祢做器具 ”                                               

關懷分享 (Caring and Sharing)
報告與介紹 (Announcements) 
代禱 (Prayer of Intercession)         主禱文 (見p7, 週報末頁)               

 新聖詩 #330 「主，聽阮祈禱」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賞賜阮平安。”
入世見證 (Entering the World to Witness)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589 親愛主 牽我手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 643

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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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證道 ] 
題目：挺身盼望主來臨       證道者：謝敏川牧師

經節 路加21:25‐36           時間： 
11/29/2015

序：待降節是在聖誕節前的四個主曰，Advant字義是”來臨”，期待
基督的來臨。可以概述成3句；主已來臨(The Lord has come)，主來
了(The Lord is come)，主耶穌將再來(Jesus will come again)。四個主
日有四個主題；1)尋求我們拯救的兆頭，2)準備接受上帝的救恩，
我們需要悔改，3)祂的臨在有上帝救恩的喜樂，4)宣告上帝奇妙的
救恩。經文說到基督再臨時，景况非常恐怖；天災地變，又有不測
的風雲。我們應如何面對祂的再臨？今天的經文是主耶穌回答門徒
，有關耶路撤冷聖殿將毀之命運，而提到世界末日及審判之主的來
臨。因此廣義來說，我們正處在Advant時期。主耶穌勉勵我們應如
何來面對這些災難。

I、要準備好V28
本章經文難於了解，因為3個末日的觀念纏住一起；現今時代，將
來時代，及猶太人時間觀念，”  主的日”這預言，包含主后70年耶
路撤冷悲慘毀滅情况。V28儆醒字義含有已預備好的意思。為什麽
主要我們時時準備好呢？因為沒有人知道那時刻何時來到，而且那
災難恐怖的力量很難承擔，如果我們在心靈上、信仰上預備好，信
靠主耶穌，面對慘景就不害怕，因為，我們所信靠的耶穌不是來審
判我們，乃是救贖我們，使我們脫離罪的悲局。因此，耶穌鼓勵我
們應挺身昂首，抬頭挺胸來迎見祂。

II、要儆醒V34 V36：儆醒的原意，不只準備好，還要保持清醒、
有警戒、採取戰鬪姿態。為什麽要儆醒、警戒、謹慎？
a)因不知道基督何時來臨：時間的不確定，容易使人心靈上鬆懈、
麻木、睡覺。如同馬太25章1~13節10個童女的故事。
b)沈醉於物質、安逸舒適的生活，而不會注意到心靈的充實，往往
因此墮落、失敗，就如踩在流沙上(quicksand)。所以耶穌警告我們
不可貪食、酒醉以及讓今生的思慮，佔滿我們的心。歷史的見証；
挪亞洪水，考古學家Pompeii的故事。

III、要不斷的禱告：V36
共觀福音書都提到終末大災難，我們需要儆醒、祈禱 但是路加强
調「要不斷的禱告」(常常祈求V36)，為什麽？a)  祈禱使我們能看
出預兆(sign)的意義、並能分別真假。耶穌的意思是藉着我們祈禱
，使我們能洞察人生的方向、和上帝的旨意 b) 禱告使我們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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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站得穩，在逆境中不斷的禱告，以得到來自上帝支持的力量。在
風險中，人是最脆弱的，禱告是最大力量的來源。

結論：
經文中終末的預兆逐漸發生，顯示基督的來臨近了，基督的再臨與
第一次道成肉身、祥和温柔的來臨時會不同，對於沒準備、不儆醒
、沒結連於基督的人來說，是審判、可怕黑暗的來臨。對於信靠祂
、保持親蜜關係的人，是救贖主的來臨，是上帝國新時代的來臨。
待降節神學主題是：期待、順服、準備、祈禱、悔改、儆醒與喜樂
。我們如果只視為準備、慶祝二千多年前第一次聖誕節、歷史性的
耶穌的來臨是不夠的，我們應加上悔改、靈修來過這節期。

出席與奉獻  (11/22/2015)
     聯合禮拜 其他 特別奉獻

出   席 130 主日學 感恩

奉   獻 $3553.00 $500.00 $2000.00

主內交通與代禱：

1. 請為本會將來的方向與需要迫切禱告，求主來帶領。
2. 請為李昭瑩姐手臂受傷的復健代禱，謝謝！
3. 東亮長老和夢梅姐於11/17添一女孫(Adelie  Cheng) 新生兒重  6 

lb.  11  oz.   母女均安 請向父母(Ronnie & Melody) 及祖父母恭
賀 願上帝賜福新生兒與她的全家!

4. 艷紅姐的跌傷已痊癒 她要特別感謝各位兄姐們的關懷與代禱!
5. 感謝婦女團契多位姊妹 今年為特別主日所獻的插花，不但讓

聚會聖所增添色彩，也尊榮我們的主!

生活充實俱樂部：

1. 12/02        蔡啟東醫師 “CP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  AED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2. 12/09    蔡榮聰醫師 “ Robotic Operation in General Surgery” 
社區消息:

1. 紐澤西台灣同鄉會年會是12/12(六)  11am‐3pm. 地點在84  Joyce 
Kilmer Avenue, Piscataway, NJ 08854. 報名費: 會員$25  非會員
$35，意者請向麗玲姐報名或詢問詳情，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小會公告:
1. 上週舉行轉籍，小會接納以下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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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籍者：許毓升 (Steven Shue)   陳光霓 (Connie Chen)
2. 教會同工訓練日改成12/12  (六)  10am‐noon，請所有2016同工(

包括各團契正副會長及同工、各區區長、各委會同工及staff) 
預留時間，並預備心參加。謝謝!

‐
消息報告:

1. 很高興今天謝敏川牧師來分享主的話，多謝牧師!  歡迎參加禮
拜的兄姊，禮拜後請到樓上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時間，由黃景彬牧師主持"講道座談" 下週，
何德淵教授要主講"Gene Editing: The Unfinished Genesis Engine   
(像信主一樣擁抱基因剪輯)? "

3. 請各團契在11月底以前完成2016  新任會長、幹部的選舉，然
後把名單交給黃牧師，謝謝!

4. 上週日全教會一齊包裝今年的Christmas  Shoeboxes，送給New 
Brunswick附近的鄰舍，總共有62個禮物。謝謝大家的愛心與
努力! 讓我們繼續加油，達到100個禮物的目標。12/6(日) 是最
後一次鞋盒包裝日，將完成整個活動。請大家繼續帶下列的
物品，來支持這項活動，謝謝!
鞋盒，學校用品 (筆、鉛筆、蠟筆、 markers 等) ，小玩具(可放
進鞋盒) ，非液體的個人清潔用品 (牙刷、 肥皂、毛巾 等) ，其
它如: T‐shirt,  襪子、帽子、太陽眼鏡、首飾、手錶等

5. 下一次Elijah's Promise服事時間，是 12/12(六) 1pm ‐ 4pm.  請到
公佈欄報名，或email Darren Ochs: dochs629@gmail.com .

6. 浪人留宿(Homeless  shelter)徵求志願幫忙者 時間是12/13(日)‐
12/19(六)，有意服事者 請到公佈欄報名登記。

7. 12/20(日)本會舉行聖誕特別禮拜，歡迎兄姐邀請朋友來參加
。

8. 12/25(五)是本會歸家日(home  coming)，邀請所有出外返鄉的
親友一起來相聚。

9. 年終將近，請各部門的請款，趕緊向會計提出，以便結算。
此外，如果您有特別奉獻，也煩請在12月底前交給教會。

10. 請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契會長在1/2/2016 (六) 以前將2015年
度報告和2016年度計畫e‐mail  到教會辦公室(tafpc@tafpc.org)
若需要幫忙翻譯，則務必在12/26/2014 (六) 以前寄達，越早越
好，謝謝合作!!

每日讀經 (11/29‐12/05/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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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9 路加 21:25-36

你接受這段經文字面上的意思嗎？你以何
種方式，將這經文引進你的生活？

11/3
0

帖撒羅尼迦
前書 3:9‐13

誰已經進入你的生活，使你在神的面前感
到喜樂？

12/1 詩篇 25:1‐9 你以何種方式，舉起你的靈魂仰望主?

12/2 耶利米 
33:14‐16

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義"，對你而言是什麼
意思？

12/3 詩篇 16 對你而言，"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是什麼意
思？

12/4 使徒行傳 
2:22‐32

我們的"肉身將安居在盼望裡"，這是什麼
意思?

12/5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聖工分配 :

本　　  週
(11/29/2015)

下　　  週
(12/06/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陳蓓蓉 林主中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劉麗玲 陳蓓蓉      劉麗玲

來      賓 董恩珮(Joanna) 林茂清

司      獻
陳叔承      梁慶弘
劉麗玲      許史青

賴文義      陳叔承      
莊志維      邱瀚賢

招 待 家 庭 孫永恩           孫平 鍾崇仁      張聖珍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孫淑真 廖愛信    Wilson Young

餐       點 劉麗玲 王雅雅

育      嬰 Sue Liu Sonya

整      理 莊忠揚   Darren Ochs    吳愻志     白建信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1/29)
主  理
(12/06)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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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黃景彬 林繼義

Basement
Room 3

日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謝敏川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30pm 黃景彬 何德淵 Chapel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TKC 2:45pm‐
5pm 查經 查經

Basement 
Room 1

日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12/01)
廖愛信

(阿摩司7)

(12/08)
陳玫麗

(阿摩司8)

Board
Room

五
(12/04)

分區
查經

8pm‐10pm
Bridgewater

主理

楊英才

經文

約翰二書

招待家庭

茂清與玉屏家  
908‐638‐5346

"主禱文"
「阮佇天裡的父， 願祢的名聖，

祢的國臨到，祢的旨意得成，佇地裡親像佇天裡。
阮的日食 (jit‐sit) 今仔日互阮，

赦免阮的辜負 (ko‐hu)
親像(chhin‐chhiun) 阮亦有赦免辜負阮的人。 

莫得導 (chhoa) 阮入佇試 (chhì)  
著救阮脫離彼個歹的 (pháin‐e)   

因為國 、權能 (khoân‐lîng)、榮光攏是祢所有， 代代無盡。 阿們!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