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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待降節第一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the First Advent Sunday Worship 

司會: 林繼義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December 02,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咱的靈魂彰顯 (chiong-hián)咱的主， 
 眾: 咱的靈魂佇咱的主上帝裡面歡喜快樂。 
司: 上帝做真多偉大的事，聖潔是上帝的名！ 
 眾: 上帝的憐憫是互所有敬畏伊的人， 
        上帝的疼代代無盡!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林主中長老&陳美珍姐       
 宣告: 注目等待主基督的降臨! 點著(tiám-to̍h)盼望、和

平、喜樂及愛(thiàn )的蠟燭，在祈禱中記得上帝的應允。 
 點蠟燭: 阮今點著(tiám-to̍h)這第一支蠟燭，是「盼

望」的蠟燭。信實的上帝阿，在戰亂中，祢帶來和
平秩序(tia̍t-sū)，更新阮的盼望，互阮會通(ē-thang)向
著，基督降臨所帶來的世界和平來努力。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56 「請聽天使歡喜的聲」(v1-3, 7)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Walk in Light”   聖歌隊 
  by Karen Marrolli 

And we shall study war no more. 
Come, O people, come and walk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And we shall walk the paths of peace. 
Come, O people, come and walk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The night is far spent; the day is at hand. 
And we shall study war no more. 
Come, O people, O come and walk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So let us cast off the works of night so we may wear a Shield of Day. 
Come, O people, come and walk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Evermore and evermore (3x), 
And we shall walk in the paths of peace. 
Come, O people, come and walk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Evermore and evermore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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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罪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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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聲讀祈禱文)  
待降的上帝，請來到阮中間。互阮醒悟(chhén -ngō)͘著(tio̍h)祢
的存在，閣用祢的疼充滿阮。當阮將阮對正義的向(ǹg)
望，讓位互阮對權力的向望的時，請赦免阮!當阮對和
平的向望，受著阮對失敗的驚惶所吞滅的時，請赦免阮!
當阮信仰的歌，互世界的吶喊(jióng-hoah)淹(im)去的時，請
赦免阮! 待降的上帝，請來到阮中間，將一切攏變做新
的。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赦罪的確信 Assur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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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Scripture 以賽亞 2:1-5 
(舊約: 藍 p747; 紅 p868; 棕 p868)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耶和華的山」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0 「細細的城市伯利恆」 
奉獻 Offer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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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 Intercession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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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70 「普天同慶主臨世界」 
祝禱* 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 (阿們，阿們，阿們)  
殿樂 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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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加州火災區；教會事工的方向；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
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再榮兄/鈴珠姐及家人；美珍
姐/主中長老及家人；東亮長老/夢梅姐及家人；慶弘兄/
美瑛姐及家人；茂清長老及玉屏姐；梓義長老與雅雅長
老；忠揚兄的妹夫 Steven及妻子 Elite；凱雲姐的母親；俊
彥兄與尚芬姐；艷紅姐；教會兄姊們的新生兒孫；待產
的姊妹們；教會長輩的健康； SKY 事工；青少年與兒童事
工；社青事工；家庭團契事工；兄弟姊妹的工作；退休
的兄姊們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 

出席與奉獻: 11/24/2018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75;  SKY 15 台語 $3,175.00;   SKY  $325.00 感恩$1,800.00 

 
每日讀經 (12/02/18-12/08/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02 賽 61:1-11 "主耶和華的靈在你身上"意味著什麼? 

12/03 詩篇 126 在今日,流淚灑種對你而言有何意義? 

12/04 
路加 
1:46-55 

上帝對有權勢者與無能為力者的
態度是什麼？ 

12/05 帖前 5:16-24 賜平安的神如何使你全然成聖? 
12/06 約 1:6-8, 19-28 誰是那些在曠野呼喊的人? 
12/07 賽 35:1-10 我們如何走在聖路的道上? 

12/08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小會公告: 

1. 請注意!! 因考量出席率，12/08 的長執同工會將改為
12/22(六)，10am-2pm. 請 2018及 2019長執長執及團契
會長留意，並準時出席，以便交接、訓練，謝謝! 

2. 小會於 11/11(日)根據建堂委員會(BRC)的最新報告做出
決議，指示 BRC 繼續與建築師合作，完成概念設計，
以提交給 township 審核，將來可選擇在概念設計的範
圍內完成整體或部分的建造。 建築師目前的估計是，
若要全面整體建造將花費大約 2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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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禮拜後請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的成人主日學，請兄姊們一起來“反思今天

的主日證道”。下週是“增進親子關係系列-8”。 
3. 為慶祝聖誕主日教會要以聖誕紅佈置禮拜堂，目前

徵求樂意捐贈者。聖誕紅每盆$10 (紅或白色)，
12/23(日)聚會後可以把花帶回家。意者請於 12/11(二)
前將訂購單交給或電郵教會辦公室 Shu (732-937-
9227；tafpc@tafpc.org)。 謝謝! 

4. 以下是黃牧師12月份要參加的分區查經:  
12/7 Princeton, 12/14 Windsor, 12/21 Coast.  

5. 年終將近，請各部門趕緊請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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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 2018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契會長在12/30(日) 以
前將 2018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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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以前寄達，越早越好，謝謝合作!! 

7. 2019年各團契同工已選出， 名單如下: 
聖歌隊隊長: 陳東亮 
家庭團契會長: TBD; 婦女查經班: 楊純貞 
婦女團契會長: Nua Tsai; 同工: 李昭瑩, 呂文琴, 林秀芬 
TKC會長: 羅浚哲 (Robert Lo), 副會長: 林詠偉 (Dennis Lin) 

                       同工: 敬拜: 陳小凡 (Sam Chen), 財務: 徐光武 (Joseph Hsu) 
 關懷: 廖婉妤 (Jessy Liau) & 唐乃傑 (Jason Tang) 
 靈修: 陳虹伶 (Sonya Chen) & 羅逸翔 (Sean Lo) 
 活動: 蔡賢奕 (Hsien-Yi Tsai)  

8. 2018年 各區區長名單如下: 
Bridgewater/Warren: 魏淑玲;  Coast: 余秀美 ;  Edison: 陳毓盛 
Brunswick : 黃晉文;  Princeton: 楊純貞;  Windsor : 蘇英世 

9. 12/23(日)舉行聖誕特別禮拜，同時也是歸家日(home 
coming)，禮拜後有 Potluck聚餐，一家一菜(約 9x13吋
盤) ，歡迎兄姐邀請當地及返鄉的親友一起來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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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2/05    何德淵教授  “善待自己逐步邁向人生終點” 
 12/12    吳瑞成老師  “古羅馬文化”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02/18) 

主  理 
(12/02/18) 

主  理 
(12/09/18) 

地    點 
(12/02/18)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李秀文 李秀文 Sanctuary 

日 
主 日 
早禱會 

12:40pm- 
1:05pm 

同心禱告 同心禱告 
Basement 
Room C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30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黃景彬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禱告會 林詠偉 
Basement 
Room G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2/04/18) 
創世記 
36-38 
黃文秀 

(12/11/18) 
創世記 
39-41 
吳曼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2/07) 

8pm-10pm 
 

Coast 
 
 

*Princeton 
 

主理 
 

張哲祥 
 

林繼義 
 

經文 
 

彼後 2 
 

猶大簡介 
 & 1 

 

招待家庭 
怡和與秀美
732-922-9689 
文傑與潔君
908-281-5861 

 
*黃牧師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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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2/02/2018) (12/09/2018) 

招      待 梁璋琦     陳美玲 梁璋琦     陳美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林繼義 許毓升 

來      賓 張文旭 張文旭 

影  音 /  錄  影 林秀芬  /  陳毓盛 林秀芬  /  陳毓盛 

司      獻 
林秀芬 

洪潔君      劉麗玲 
林秀芬 

洪潔君      劉麗玲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林嘉柔 徐光武      羅浚哲 

育       嬰 劉麗玲      黃再蘭 劉麗玲      Nua Tsai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梁璋琦      許毓升 林又堅     陳叔承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林秀芬 許毓升     林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