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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待降節第三主日禮拜程序

The Third Advent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Service
司會：林茂清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

 1:00 pm                                                                                 December 13,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出歡喜的聲唱歌謳咾�

眾 耶和華上帝在(tī)咱中間  
司 永遠在主裡大歡喜

眾：閣再�kohchài)大歡喜 主已經近了(ah)!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張聖光, 葉子瑛, Lucas 
& 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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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閣點 第三枝蠟燭 就是這支「喜樂
」的蠟燭。喔，救贖阮的主阿!  當阮沉落於憂傷的陰影那時，祢帶
(chhōa)阮進入，那個由(tùi)  祢豐富的更新 所帶來的笑容及喜樂；
感謝祢來引導阮，讓(ho)阮通順祢的路 轉去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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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51 星辰燦爛照暗暝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I wonder as I wander                  Handbell Choir                        
Arr. by Dave How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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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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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活的上帝，阮承認阮抵制(tí‐chè)祢神聖的境界。祢拯救阮脫離審
判，但是阮猷原彼此論斷(lūn‐toàn) 祢欲(beh)恢復(hoe‐hok̍)阮的生
命，阮卻(khiok)不能(bē‐tàng)結好果子。赦免阮!  恩典的上帝阿!求
祢用聖神及(kap)水給阮洗禮 當祢從榮耀中閣再(koh‐chài)來的時，
讓(hō)͘阮會通(ē‐thang)見祢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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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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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見證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581 救主耶穌 萬福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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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上帝偉大奇妙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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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證道 ] 
題目：生活的見證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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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節：路加3:7‐18           時間： 
12/13/2015

前兩個禮拜，我們一直在討論與思想 到底如何預備我們的心
來迎接耶穌基督的降生。當然，我們做耶穌的門徒的，除了每年要

預備我們的心來迎接耶穌基督的降生，我們也以這種心態來準備迎接
耶穌的第二次再來。上個禮拜，我以第三章1‐6節來分享，今天，我
們一起來看7‐18節。

當我們說我們要預備我們的心，這一個動作經常是內在的行
動。沒人看得到我們的心，自己想什麼，自己最清楚。但是，以今天
的經節來思想"預備"這一個題目，施洗約翰已經不只是擔心我們的心
想什麼，他已經開始看我們外表的行動。我們真的有反悔嗎?  我們的
心真的有認錯嗎?  以我們的行動看，是最清楚的。如果我們真的有認
錯 有反悔，我們的行動有顯出證據來嗎?

3:7‐10 約翰對那出來要受他洗的眾人說：「毒蛇的種類！誰指
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不
要自己心裡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　神能
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

這些警告，是蠻可怕的，大家不覺得嗎?  英文有一句形容詞可
以來形容施洗約翰，就是他在當Bad  Cop的角色。直接翻譯是壞警察
，可是這是有意思的。因為，如果有Bad  Cop，就是有Good  Cop，好
警察。可是這兩個形容詞不是在形容警察，而是在形容兩個人 為了
要教第三者一個功課，一個當好人，一個當壞人的意思。很多時候，
父母都需要用這一個方式來教導孩子。為了要教一個功課，父母裡其
中一位當壞人，就比較兇一點跟孩子講話，為了就是要把這一個功課
講直接一點。當孩子有一點害怕 吃驚的時候，另外一個，爸爸或是
媽媽 就比較溫柔  一點來解釋。這時候，孩子就比較會聽，因為已經
從Bad  Cop那裡感覺到這個功課的重要性。有許多人說，施洗約翰是
福音傳達者的Bad  Cop，他是在替耶穌開路，耶穌是Good  Cop。施洗
約翰的用意就是來跟人警告，耶穌要來了，這是大事情，你們要好好
聽。

約翰的信息是什麼?  就是在第九節。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
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要結好果子。”  聽眾有
聽進去，因為他們就開始問， “這樣，我們當做什麼呢?”

接下來，約翰就有三個回答。

一，3:11  “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
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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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回答是對眾人說的。可是這一個回答不是在解決社區問
題 這個回答是針對一個人，在普通的生活中，可以做什麼事情來結
好果子。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是有的，就得分給那沒有的。

二，3:13 “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這個回答是對稅吏說的。為什麼稅吏會多取?  這是羅馬人設立

的系統。稅吏的工資並不多，但是非常難做。如果沒有機會多取，這
份工作沒有人會去作。所以這一個系統本身就是鼓勵稅吏去多取來補
貼工資的不足。約翰這樣對稅吏說，也就是要他們與不公平的社會系
統對立。不簡單。

三，3:14  “約翰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
有錢糧就當知足。」”

這個回答是對兵丁說的。他們的立場跟稅吏很相似。同樣的
，約翰要兵丁們與不公平的社會系統對立。也是不簡單。

這三個回答，都是既困難卻又需要去達成的挑戰。當我們的
心願意給耶穌，我們在生活上，向這世界作見證，也應該跟我們的心
符合。這就是約翰的信息。不要光想說要跟隨耶穌，不要光講要結好
果子，要做出來，當好見證。

出席與奉獻  (12/06/2015) :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主日學 特別奉獻

出   席 99 24 感恩奉獻

奉   獻 $8894.00 $571.00 $510.53 $2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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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李昭瑩姐的手臂已康復，她要謝謝大家的代禱
3. 洪建仁兄與靜雅姐的公子Jonathan  Hung  將於������六��4pm與

Ms.  Mirae  Shin在Korea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Troy, 
Michigan舉行婚禮 請大家恭賀並祝福他們�

��朱潔嵐兄的父親，朱瑞泉先生於�����六�下午在台灣逝世。享
年七十九歲。已於������六�入斂火化，安葬在陽明山第一公墓
的花喪園區。願主安慰遺族，並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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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aul La  Montagne牧師要教導"Karl 

Barth 的神學 "。下週主日學時間 有兒童慶祝聖誕表演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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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20(日)本會舉行聖誕特別禮拜，歡迎兄姐邀請朋友來參加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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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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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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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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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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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向美雲長老報名或詢問詳情

生活充實俱樂部 :
1. 12/16    因場地緣故 暫停一次
2. 12/23    林秀芬同學 "羅格斯(Rutgers)大學台灣研究社(TSA)

的現在 過去和未來".

每日讀經 (12/13‐12/19/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1
3

路加������� 我們如何預備我們的生命來見證基督？

12/1 西番雅 3:14‐20 對你而言什麼是�家�？神可以帶你去哪
裡，好讓你覺得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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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1
5 以賽亞 12:2‐6 在你的生活中，誰一直是神的力量和能

力的最好代表？

12/1
6

腓立比 4:4‐7 �和平超越一切理解��對你意味著什麼？

12/1
7

詩篇 
116:1‐3, 10‐17 你曾在什麼景況下呼求耶和華的名字？

12/1
8

彼得前書
 1:17‐23

�重生於不敗壞的種子��對你而言，是什
麼意思？

12/1
9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聖工分配 :

本　　  週
(12/13/2015)

下　　  週
(12/20/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林茂清 陳蓓蓉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賴文義 陳蓓蓉      賴文義

來      賓 張文傑 林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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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秀 翁玉屏

育      嬰 Agatha Cynthia

整      理 何德淵���������  EM 李英民       黃晉文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2/13)
主  理
(12/20) 地    點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余秀美 黃晉文

Basement
Ro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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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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aul La 
Montagne

慶祝聖誕
兒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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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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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黃文秀

(阿摩司�)
寒假

Board
Room

五
(12/
18)

分區
查經

8pm‐10pm
Bridgewater

Princeton

Windsor

主理

楊英才

李梓義

蘇英世

經文

約翰二/三書

約翰三書

約翰二/三書

招待家庭

英才與慧芬家
908‐704‐1529
崇仁與聖珍家
609‐430‐0362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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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