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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Service
司會：楊英才長老       證道：張勝為兄       司琴：陳玫麗

 1:00 pm                                                                                 December 27,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這是耶和華的聖殿

眾 咱來尋求(chhōe‐kiû)上帝的祝福。 
司 這是聖主的殿

眾：咱來讚美上帝的名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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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70 普天同慶主臨世界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Arise!                     聖歌隊
By Joseph M. Martin

Arise,  ye  sleepers,  Awake  from  the  night.  come  and  see  the 
Savior's  everlasting  light.  The  Child who  in  a manger  lay,  has 
wakened the dawn to a glorious day!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HodieChristus natus est. 

Arise,  ye  sleepers,  Awake  from  your  rest.  Come  and  see  the 
Child who evermore will bless. Through Him,  the battle of sin 
will  be  won.  Awake  from  the  darkness  Your  Light  now  has 
come!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Arise, sleepers awake. This is the day the Christ  is born. Arise, 
sleeper awake. Lift high your praise the glorious morn. Hodie, 
come and see the Savior's everlasting light. The Child who in a 
manger  lay,  has wakened  the  dawn  to  a  glorious  day!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4x). Hodie(3x)!

認罪呼召 (Call to Con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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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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阮的主上帝 阮承認阮不是和平的人。祢用祢的愛給(hō)͘阮穿
，阮卻(khiok)不能(bē‐tàng)彼此相愛。祢給(kā)阮包在祢的憐憫裡
，但是阮無愛互相原諒。赦免阮! 恩典的上帝阿!求祢教示阮順趁祢
的道路 閣(koh)幫助阮每日加添智慧 使你更加歡喜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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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4: 4‐7 (新約：藍:  p 215,  紅p 290, 棕p 29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你不是孤單一人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54 天使歌聲對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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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基督世界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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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孤單一人                             證道者：張勝為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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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節：加拉太4:  4‐7           時間： 
12/27/2015

<你們並不孤單: 在聖靈理的自由>

◆不在基督裡，自由嗎?   從保羅的描寫我們得知，當時一些假
教師教導，成為基督徒還必須要遵守割禮(2:1213)、守特定的
節日(4:10)才是真正的信徒。加拉太教會面臨基督信仰猶太化的
危險，換句話說，他們的信仰正在走回頭路。一些特殊的信仰
模式，成為加拉太教會追求信仰的“新律法”

◆我們隨時都在創造新的宗教規矩。揹負基督徒的身分、來教
會禮拜、服事神，是否也變成我們的重擔與律法? 我們是否也享
受神? 世界的原則也可能是更加束縛我們。這個世界並不一定把
順服神當作一件美德。這個世界有重擔，世界卻教導我們，我
們必須要孤單地背負重擔，力量的源頭來自我們個人的努力與
競爭力。到一個地步，我們身上的頭銜、擁有的資產，是否反
過來定義我們的價值?

◆你嚐過不自由的滋味嗎? 當我們受過束縛的滋味，越能夠體會
自由的可貴。自由不只是指我們現實的外在環境、經濟狀況、
人際關係…自由更是指我們的態度與眼光。真正的自由，是我
們能夠與生命的源頭連結。

 
◆聖靈使我們與耶穌和天父重新連結，我們靠著聖靈得以大聲
呼求:  「阿爸!」。當你在信仰的路上有時覺得孤單，不要忘記
，聖靈是耶穌留下最好的禮物、也是我們最好的陪伴。聖靈不
是引導我們進入自我中心的自由，而是打從心裡倚靠神、結出
好果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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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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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天成人主日學停課，祝大家新年快樂!  下週林興隆牧師要講
“the exit out of Egypt,  出埃及記” 

3. 感謝文秀姐和慶賢兄為我們出版新的教會通訊錄 請向各區長
領取 一家一份 若有需要更新或訂正 請隨時通知教會辦公室
 謝謝!

4. 2016年 各區區長名單如下:
Bridgewater/Warren:  魏淑玲，Coast:  黃文秀，Edison:  陳毓盛
Brunswick:  何德淵，Princeton:  楊純貞，Windsor:  蘇英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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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早越好，謝謝合作!

6. 2016主日獻花登記表已經貼在公佈欄，歡迎兄姐們踴躍登記
每次認獻金額為$50.  登記後，請盡速將金額交給婦女會，支
票請註明婦女會主日獻花，謝謝!

7. 年終已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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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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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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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君姐的鄰居林炳宏兄不幸於12/23�三��過世 將於12/28�一)安

葬在Princeton.  請大家關懷他的妻子桂芳及遺族並代禱，求主
賜恩惠憐憫，安�慰扶持

3. 多位兄姐朋友來信/卡問安賀節，請看公佈欄，並常與他們保
持聯繫， 謝謝!

生活充實俱樂部 :
1. 12/30    鄭昭堂醫師 "高血壓"  
2. 01/06      王价民博士 "台灣2016年總

統與立委選舉前景的分享和討論"  

每日讀經 (12/27/15‐1/2/16)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2 路加 2:41‐52 在你的一生中，你曾有過“失去了耶穌”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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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頭去找祂的經歷嗎

12/2
8

撒母耳記上 
2:18‐20, 26 我們如何能繼續在'討主喜悅'中成長？

12/2
9 詩篇 148

"自然界、所有生物、以及全人類都讚美
耶和華"意味著什麼

12/3
0

歌羅西 3:12‐17 "成為上帝所揀選的人"是什麼意思？

12/3
1

彼得前書 
2:19‐25

你曾如何遠離耶穌，又如何回轉來追隨他
？

1/1 以賽亞 43:1‐7
你如何與上帝合作，來安慰那些受苦的人

1/2 自選
這段經文告訴你什麼有關'在神裡攜手並
肩'的教導？

聖工分配 :

本　　  週
(12/27/2015)

下　　  週
(1/03/2016)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王雅雅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賴文義 王雅雅      陳叔承

來      賓 林茂清 何德淵

司      獻
賴文義      陳叔承      
莊志維      邱瀚賢

賴基生      許史青      
梁慶弘      陳叔承

招 待 家 庭 鍾崇仁      張聖珍 莊忠揚      許史青

清 點 奉 獻 廖愛信    Wilson Young 洪潔君     李昭瑩

餐       點 洪如玉 翁玉屏

育      嬰 Sonya Ya‐Ching

整      理 何德淵  林柏儀(Bernard) 劉怡和     林主中

出席與奉獻  (12/20/2015) :

聯合禮拜 主日學 特別奉獻 特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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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 182 悅悅小集

奉   獻 $8127.00 $549.26 $400.00

特別奉獻 新聖詩 婦女獻花 感恩奉獻 Living Well

$40.00 $50.00 $100.00 $2200.00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2/27)
主  理
(1/03) 地    點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陳東亮 洪潔君

Basement
Room 3

日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張勝為 謝敏川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30pm 暫停 林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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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

(1/05)
讀書與
生活分享

Board
Room

"主禱文"

阮佇天裡的父， 願祢的名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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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的國臨到，祢的旨意得成，佇地裡親像佇天裡。

阮的日食 (jitsit) 今仔日互阮，

赦免阮的辜負 (kohu)

親像(chhinchhi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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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áine)   

因為國 、權能 (khoânlîng) 榮光攏是祢所有， 代代無盡。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