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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待降節第二主日禮拜程序

The Second Advent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Service
司會：林主中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

 1:00 pm                                                                                 December 06,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主說 我欲(beh)差一個使者

眾 在我面前備辦道路  
司 就是(chiū‐sī)現在(hiān‐chāi) 亦(iah̍)是有一個聲音在喊說

眾：備辦主的道路！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賴基生, 張雅清, Joshua &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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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枝蠟燭，是 盼望」的蠟燭。阮也點 第二枝
蠟燭，就是「和平」的蠟燭。信實的上帝，祢在重整一切的創造，
回復伊本來的和諧 求祢賜阮祢的平安，使阮會通(thang)在這超過
阮所想得到(siūⁿēkàu)的平安內，與阮的對敵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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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24 我心謳咾至高上帝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Celtic  Advent Carol                      聖歌隊                         
作詞/曲: Miachel Barrett & David Angerman 

Be not afraid, I bring you good news. The Savior is coming in glory to 
you. He shall be called "God's Holy One". Will you be ready? (2x) Will 
you be ready for Him when He comes? 
(Reframe) Light the candle, Jesus is coming. Open your hearts, prepare 
ye the way. Sleepers awake, for soon is the dawning. He will trun night 
into glorious day, He will turn night into day. 
Be of good cheer and put away fear, the light now is coming to dry 
every tear. Love now with us, God's perfect Son. Will you be ready? 
(2x) Will you be ready for Him when He comes, when He comes? 
Veni, Emmanuel.  Captivum sove israel. Veni, emmanuel. Jesu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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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Jesus is coming. Could He be coming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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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來，欲(beh)
用火潔淨(kiatchēng)阮，但是阮 猷原沉淪在阮的敗壞 祢來，欲
(beh)用水拯救阮 阮卻(khiok)堅持活在阮的罪裡(lin) 赦免阮!  恩典
的上帝阿! 通過主耶穌基督 求祢在阮裡面備辦道路 通迎接那位得
欲(tit‐beh)來的 讓(hō)͘阮會得通(ētitthang)見著祢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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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新約：藍:  p 67,  紅p 95, 棕p 95)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560 施恩上帝  榮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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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v1, 3‐6) 請來 請來 以馬內利 (1, 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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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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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本週證道 ] 
題目：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經節：路加3:1‐6           時間： 
12/06/2015

今天的經節，路加 3:4‐6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
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
的救恩。"  路加在此提醒我們這個季節的意義，就是施洗約翰的信息
，要我們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為什麼有人說施洗約翰有可能是
以賽亞，就是因為這個信息也出現在以賽亞所傳的信息裡。  以賽亞 
40:3‐5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
聲喊著說當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一切山窪都
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
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
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我想要問弟兄姐妹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彌賽亞的信息，
叫人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會是從曠野出來的呢?  為什麼施洗約
翰會在曠野喊著這個信息呢?  我想到說，如果神要我們聽到這種好的
信息，不是要在最繁榮的地方出現嗎?  為什麼要在曠野出現呢?  有人
說，是因為施洗約翰是一個夷辛人，這是他們的作法。可是如果神知
道約翰會成為一位夷辛人，為什麼要揀選他呢?  這裡就表現出了神的
奇妙了。連路加也看出來了，不知弟兄姐妹有沒有看出?

我們讀路加3:1‐6 節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過，為什麼在1‐2 節，
出現了這麼多人的名字? 路加3:1‐2   “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
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
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亞那和該亞
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裡，神的話臨到他
。”這些人是誰?   為什麼路加會把他們的名字放在這裡? 有什麼意義呢
?

這些都是特別人物，權力擁有者。所以，在路加第三章的地
方，路加介紹給我們那時候的權力擁有者。就在那時候，第二節跟我
們講說，神的話臨到人間。我們想一想，人間那時候有這麼多有權力
，有威風的人物，有該撒提庇留，有本丟彼拉多與希律，也有大祭司
亞那和該亞法，可是神的話有臨到他們那裡嗎?  沒有。是臨到施洗約
翰。不只是一位沒權沒力的人，而且是住在曠野上的一位沒權沒力的
人。比如說，我們現在的世上，神的話不是臨到我們的總統，也不是
我們加州的州長，也不是在教會，而是在亞利桑那州沙漠上的一個小
鎮裡，神的話在那裏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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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路加要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要聽到神的話，我們一定要
想辦法到曠野，一個我們想不到的地方，才能聽到神的話。因為在繁
榮的世界，雜音太多。不只如此，在我們的心中，我們一定要預備主
的道、修直他的路，我們才有辦法到達那個聽得到神的聲音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把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
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我們才有辦法到那裡。
可是這些山窪， 這些山岡，彎彎曲曲，高高低低的道路在我們生活裡
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生活上，心裡有沒有像該撒提庇留這種人物?  一位假王
偶像 一位被我們擺在心裡 成了我們心中的王或偶像的。是我們的驕
傲嗎?  是我們對物品的期望嗎?  是什麼東西，或心態，成為我們心中
的王了?

我們生活上，心裡有沒有像本丟彼拉多與希律這種人物?  一直
跟耶穌基督作對的人物?  想要除掉耶穌基督，想要取代祂的地位。我
們心裡有沒有像這兩個人的人物或心態?  我們有沒有把耶穌基督放第
一，還是我們生活上有其他的優先?  我們做決定的時候，是把神的意
思，神的希望放第一，還是把我們的意思，希望放第一，取代了耶穌
基督呢?

我們生活上，心裡有沒有像亞那和該亞法這種人物?  表面上看
起來是神的人物 意思 希望，但其實不是。是我們把他裝飾的好好的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神的東西 神的旨意 可是 是我們把它蓋得好
好的，別人看不出來而已。我們心裡有沒有像亞那和該亞法這種人物
 心態呢?

如果有的話，我們生活上就是有了山窪 山岡 彎彎曲曲與高
高低低的道路 等著我們去鏟除。我們需要在我們生活上，預備主的
道，修直神的路。因為神的話不會在這些山窪 山岡 彎彎曲曲，與高
高低低的道路上出現的，是會在曠野上，過了這些地方以後才出現的
。所以要聽到神的話，我們要走的路，就是我們的朝聖的路程。

出席與奉獻  (11/29/2015) :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主日學 特別奉獻

出   席 102 32 感恩奉獻

奉   獻 $7062.00 $361.00 $5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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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實俱樂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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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09    蔡榮聰醫師 “ Robotic Operation in General Surgery” 
2. 12/16    因場地緣故 暫停一次

小會公告 :
1. 今天召開小會，請會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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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區長及staff) 預留時間，並預備心參
加。謝謝!

消息報告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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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德淵教授主講"Gene  Editing:  The 

Unfinished Genesis Engine    (像信主一樣擁抱基因剪輯)?  " 下週
，D. Paul La Montagne牧師要教導"Karl Barth 的神學 "

3. 請大家繼續支持聖誕鞋盒活動 12/13(日)是最後一個包裝日
我們仍缺35個禮盒，希望大家憑愛心繼續努力 謝謝!

4. 待降節每日靈修日曆已寄達  一家一份 請向招待領取
5. 2016年 各團契同工已選出， 名單如下:

聖歌隊隊長: 呂文琴
HILOK 會長: 許史青， 同工: 張雅清， 張淳琪
家庭團契會長: 李梓義，同工: 王照勳 吳建勳  梁璋琦
TKC會長: 廖婉妤 (Jessy Liau) ，副會長: 莊凱雲 (Kay Chuang)

 同工: 張吉爾 (Alfred Chang)，劉珊杉 (Shan Shan Liu)
 羅浚哲 (Robert Lo)，許毓升 (Steven Shue) 
 鄭文锦 (Tina Zheng)

婦女團契會長: 李淑真，副會長 : 黃文秀
同工: 廖愛信，吳曼麗，李昭瑩，楊純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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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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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2/20(日)本會舉行聖誕特別禮拜，歡迎兄姐邀請朋友來參加
。

9. 12/25(五)是本會歸家日(home  coming) 在教會聚餐
(Potluck) 11am‐3pm.  邀請所有出外返鄉的親友一起來相聚。

10. 年終將近，各部門的請款，請趕緊向會計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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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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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2015 (六) 以前寄達，越早越
好，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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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1. 由於登革熱 台灣加利利宣教中心將不會正式組隊參加2016乒

乓短宣 改由自願前往  從1/16‐1/23可任選一日去 意者請於
12/27前向美雲長老報名或詢問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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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沈新欽兄指揮的Vox  Nova,  將於12/13(日)  4:30pm在教會禮拜
堂舉辦冬季音樂會，歡迎大家來共享佳樂。捐款建議: $10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2/06)
主  理
(12/13) 地    點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林繼義 余秀美

Basement
Room 3

日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30pm 何德淵

D. Paul La 
Mont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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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活動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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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
陳玫麗

(阿摩司8)

(12/15)
黃文秀

(阿摩司9)

Board
Room

五
(12/11)

分區
查經

8pm‐10pm
Brunswick

Coast

Edison

Princeton

主理
何德淵

謝慶賢

張文旭

李梓義

經文
約翰二/三書

約翰三書

約翰二書

約翰二書

招待家庭
德淵與宜帖家  
732‐698‐7690
慶賢與文秀家
732‐780‐8608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崇仁與聖珍家
609‐430‐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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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12/06‐12/12/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6 路加 3:1‐6 "預備主的道路"對你有何意義?
12/7 瑪拉基 3:1‐4 我們如何準備自己聽到使者的信息?
12/8 路加 1:68‐79 上帝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實現祂的應許?

12/9 腓立比 1:3‐11 你如何支持那些為福音的傳播而努力工
作的福音使者?

12/1
0 彼得前書 1:3‐9 你藉著基督的復活，承繼了什麼不朽的

、無玷污的、又不褪色的產業?
12/1
1

使徒行傳
 2:36‐41 你聽到了什麼刺痛心靈的故事?

12/1
2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聖工分配 :

本　　  週
(12/06/2015)

下　　  週
(12/13/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林主中 林茂清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劉麗玲 陳蓓蓉      賴文義

來      賓 林茂清 張文傑

司      獻
賴文義      陳叔承      

莊志維      邱瀚賢
賴文義      陳叔承      

莊志維      邱瀚賢

招 待 家 庭 鍾崇仁      張聖珍 鍾崇仁      張聖珍

清 點 奉 獻 廖愛信    Wilson Young 廖愛信    Wilson Young
餐       點 王雅雅 黃文秀

育      嬰 Ya‐Ching Agatha

整      理 吳愻志     白建信 何德淵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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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