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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雙語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Bilingual Sunday Worship  
司會：黃晉文長老 & 黃琦涵姊妹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姊妹 
 1:15 pm                                                                      December 03, 2017 
﹌﹌﹌﹌﹌﹋﹌﹋﹌﹋﹌﹌﹋﹌﹌﹌﹌﹌﹋﹌﹌﹌﹌﹌﹌﹌﹌﹌﹌﹋﹌﹌﹌﹌﹌﹌﹌﹌ 

序樂 
宣召  

司(華): 耶穌說：我快來了。 
司(台): 耶穌說：我真緊(chīn-kín) 就欲來啦。 
 眾(華): 阿們！ 來吧，主耶穌！ 
 眾(台): 阿們！ 來啊，主耶穌！ 

司(華): 天地要廢去， 

司(台): 天及地要廢無， 
 眾(華): 但是上帝的道永遠長存。 
 眾(台): 但是上帝的話永遠存在。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陳虹伶 
 宣告(華): 注目等待主基督的降臨! 點燃盼望，和平，喜樂及

愛的蠟燭，在祈禱中記念上帝的應許。 
 點蠟燭(華): 我們今天點燃這第一支蠟燭，是「盼望」的蠟

燭。信實的上帝，在戰亂中，祢帶來和平秩序，更新我們的
盼望，使我們能向著基督降臨所帶來的世界和平來努力。 

詩歌* 「將天敞開」              TKC 敬拜團隊 

將天敞開，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美祢，祢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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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悔改」  

主祢已救贖我們，招聚我們為你征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祢的國度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  順服祢旨意(X 2) 

 
我們真實的悔改，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為祢而活 

一生討祢喜悅 
平安禮 

兒童主日時間   Rev Katie Mulligan           Rev. Katie Mulligan 

唱詩*      

(華): 世紀頌讚 #147「聽啊!天使高聲唱」  

(台): 新聖詩 #55 「著聽天使啲吟唱」 

悔罪邀請   

(華)我們來到祢的面前尋求和好與平安，我們希望經歷寬恕。
上帝啊！因祢的恩惠，我們在祢和相互之間懺悔我們的罪。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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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聲讀祈禱文)  

眾(華) 創造我們的上帝，我們承認我們尚未準備好來見祢的面。
我們研究時代的潮流，卻忽略祢掌管的跡象。我們信靠會廢去的
東西，卻忘記祢永恆的承諾。恩典的上帝，求祢赦免我們! 用祢的
手堅立我們，好讓我們可以為祢將在榮耀中來掌王權的那一天，
做好準備。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默禱) 
 
眾(台) 創造阮的上帝，阮承認阮尚未準備好來見祢的面。阮研
究時代的潮流，卻忽略祢掌管的影跡(iáⁿ-jiah)。阮信靠會廢無的
物，卻未記得祢永遠的應允。恩典的上帝，求祢赦免阮! 用祢
的手堅固阮，互阮會通(ē-tàng)為著祢要在榮耀中來作王的那一
日，做好的準備。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赦罪的確信 

(華)人若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去，新的生

命已經開始。要知道我們已得赦免，心中有平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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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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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詩 「Love Has Come」  聖歌隊 
  Arr. by: Lloyd Larson 

 
Love has come;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Love explodes in the Bethlehem skies. 
See, all heaven has come to proclaim it; hear how their song of joy arises: 
Love! Love! Born unto You, a Savior! Love! Love! Glory to God on high!  
Love is born! Come, share in the wonder;  
Love is God now asleep in the hay. 
Come, and see the glow in the eyes of His mother,  
what is the name her heart is saying? 
Love! Love! Love is the name she whispers.  
Love! Love! Jesus, Immanuel.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Jesus Christ the Lord.  
Love has come! He never will leave us! Love is life everlasting and free. 
Love is Jesus within and among us;  
Love is the peace our hearts are seeking. 
Love! Love! Love is the gift of Christmas. Love! Love! Praise to You, 
God on high!  
Love has come! Praise God on high! 

讀經   以賽亞 64:1-9 (舊約:藍 p822; 紅 p945; 棕 p945)   
華語:  黃琦涵姊妹 

        台語:  陳虹伶姊妹 

證道    「會玩捉迷藏的神」  
  講員: 黃景彬牧師 
    翻譯: 張文旭長老 

回應詩歌*   「安靜」      TKC 敬拜團隊 
 

藏我在，翅膀蔭下 
遮蓋我，在祢大能手中 
當大海翻騰波滔洶湧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做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  知祢是神 

 
我靈安息，在基督裡 

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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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海翻騰波滔洶湧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做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  知祢是神 
 

當大海翻騰波滔洶湧(X 3)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做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  知祢是神 (X 3) 

報告與介紹 

唱詩*      
(華): 世紀頌讚 #139「普世歡騰」 
(台): 新聖詩 #70「普天同慶主臨世界」 

代禱 「主禱文」 黃景彬牧師 

奉獻 讓我們以奉獻的心來做我們的回應。如果在場的朋友們，
沒有這一個習慣，請不要覺得有義務奉獻。 

奉獻詩歌* 「獻上感恩」 TKC 敬拜團隊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x2)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x2) 感恩！感恩！感恩！ 

祝禱*  

 阿們頌 (阿們，阿們，阿們!) 新聖詩  #643 
殿樂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改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
工的智慧及身心靈；加州火災區；颶風災區；墨西哥地震災區；
新欽長老及家人；守邦兄的遺族；文川長老娘的遺族；美雲長
老；教會兄姊們的新生兒孫；待產的姊妹們；教會長輩的健康；
俊彥兄與尚芬姐；SKY 事工；青少年與兒童事工；社青事工；家
庭團契事工；兄弟姊妹工作上的壓力；退休的兄姊們生活上的改
變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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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教會徵聘聖歌隊指揮一名，意者請洽黃景彬牧師。 

2. 教會訂於 12/9(六)搬出Orchard House，需要許多位兄姊們的幫

忙；幫忙者請於當天早上 9:00 在Orchard House 集合， 謝謝! 

3. 教會的空間十分有限，請兄姊們不要再把任何未曾事先徵求教

會同意的捐贈物品(包括玩具、書籍)教會，以免造成教會的負

擔；此外，任意帶來之物會被丟棄! 若有疑問，請洽 Darren 長

老，謝謝合作!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禮拜後，請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禮拜後請將週報帶回家，上面有每日靈修經文。不然就請

將週報放到走廊上的紙張回收桶，謝謝合作! 
3. 主日輪值長執的值日時間是 12:45-4pm。請大家盡量提早
把茶點的杯盤丟進垃圾桶，以便一併處理。下午 4 點之後
請自行把垃圾放入已推到路旁的大垃圾桶裡(蓋子必須能
蓋緊)，或自行處理。請勿把垃圾留在教堂! 謝謝! 

4. 今天有全教會主日學，茶點後，請準時並踴躍參加! 

5. 教會打算用聖誕紅佈置禮拜堂以慶祝聖誕主日，目前徵求樂意

捐贈者。聖誕紅每盆$10 (紅或白色)，12/24(日)聚會後可以把花帶

回家。意者請於 12/12(二)以前洽教會辦公室 Shu (732-937-9227；

tafpc@tafpc.org)。 謝謝! 

6. 年終將近，請各部門趕緊提出請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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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2016 (六) 以前將2017年

度報告和2018年度計畫 e-mail 到教會辦公室(tafpc@tafpc.org)。若

需要幫忙翻譯，則請務必在 12/23/2016(六) 以前寄達，越早越

好，謝謝合作!! 

8. HPC 邀請兄姊們參加 12/24(日)聖誕夜聚會，6-7pm.  

生活充實俱樂部：  
1.   12/06 蔡啟東醫師 “Trans-Siberian- Mongolian Railroad trip” 
2.   12/13 陳欽明醫師 “「草地遊子也憶錄」生命故事的分享” 

 

出席與奉獻 (11/26/2017) 

11/26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感恩奉獻 

 台語 92, SKY 24 台語 $4,666.00, SKY $160.00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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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12/03/2017) 

下    週 
(12/10/2017) 

招      待 梁璋琦 梁璋琦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黃晉文      黃琦涵 陳蓓蓉 

來      賓 張文旭 張文旭 

錄  影 /  影  音 林繼義  /  賴基生 林繼義  /  賴基生 

司      獻 
蘇添貴 

許毓升      吳建勳 
蘇添貴 

許毓升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孫淑真      羅浚哲 林珍珠      羅浚哲 

育       嬰 黃再蘭      李淑真 洪潔君      鄧梅英 

茶       點 翁玉屏 楊純貞 

整       理 SKY   邱瀚賢 莊忠揚      黃晉文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許毓升 Christine Su  許毓升 

 

每日讀經 (12/03/17-12/09/17)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03 
耶利米  
33:14-16 “主是我們的義”對你有什麼意義？ 

12/04 詩篇 25:1-9 你如何將你的心仰望主？ 

12/05 帖前 3:9-13 在你的生命中，有誰使你在神面前感到喜
樂呢？ 

12/06 
路加  
21:25-36 

你是否按著字面上接受這段話的意思？你怎
麼把這段經文應用在你的生活中？ 

12/07 約翰 18:33-37 這段經文如何告訴你有關國度和王權？ 

12/08 
啟示錄  
1:4b-8 

阿拉法(Alpha)和俄沒戛(Omega)對你意味
著什麼？ 

12/09 自選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愛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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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03/17) 

主  理 
(12/03/17) 

主  理 
(12/10/17) 

地    點 
(12/03/17)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同心禱告 同心禱告 Basement 

Room E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林又堅 林又堅 Sanctuary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全教會 
主日學 何德淵 Basement 

Room E-G 

日 TKC 2:45pm- 
4:00pm 

全教會 
主日學 禱告會 Basement 

Room E-G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2/08) 

8pm-10pm 
 

Edison  
 
 

主理 
 

張文旭 

經文 
使徒行傳
20:1-21:16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六 
分區 
查經 

(12/09) 

10am-12pm 
 

Princeton  

主理 
 

張文傑 

經文 
使徒行傳
20:1-21:16 

 

招待家庭 
民安與純貞家  
908-874-0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