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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待降節第二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the Second Advent Sunday Worship 

司會: 許毓升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December 09,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佇伊的奴僕大衛的家，上帝為咱興起一位偉         
大的救主。 

 眾: 謳咾耶和華咱的上帝！ 
司: 上帝顯明伊的憐憫，閣記念伊聖潔的約， 
 眾: 互咱呣驚服事上帝。 
司: 因為咱的上帝的慈悲，  
 眾: 上帝會引導咱的腳走入和平的道路。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蘇英世兄&劉麗玲姐       
 宣告: 注目等待主基督的降臨! 點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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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今點𤏸第一枝蠟燭，是「向望」的蠟燭。阮

也點𤏸第二枝蠟燭，就是「和平」的蠟燭。信實的上
帝，祢在(t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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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ē-tang)佇這個，超過阮
所想得到(siū -nē-kàu)的平安裡(lin)，與阮的對敵和好。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56 「請聽天使歡喜的聲」(v1, 4-6)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Lo, How a Rose E'er Blooming”   聖歌隊 
  Arr. by Jay Rouse 

Lo, how a Rose e'er blooming from tender stem hath sprung! 
Of Jesse's lineage coming as saints of old have sung. 
It came, a floweret bright, amid the cold of winter,  
when half-spent was the night. 
 
Isaiah 'twas foretold it, the Rose I have in mind;  
with Mary we behold it, the virgin mother kind. 
To show God's love aright she bore to us a Savior,  
when half-spent was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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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ere the world began to be,  
He is Alpha and Omega, He the source, the ending H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that have been, and that future years shall see, 
evermore and evermore! 
 
Lo, how a Rose e'er blooming from tender stem hath sprung! 
Evermore and ev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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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阮追求用歡喜閣慷慨的心來服事祢。當阮的心變
硬的時，請赦免阮! 感動阮相信祢的應允確實真深。阮追
求活出受洗的人的款式，為著罪來悔改，閣分享祢的恩
典。當阮陷落佇自私的款式的時，請赦免阮!感動阮，互
阮知祢的呼召的美好。上帝啊，請憐憫阮! 用祢的恩典，
潔淨阮。照祢的眷顧，幫助阮會通(ē-tang)對阮所犯的錯
誤中來學習。閣用祢的聖靈來裝備阮，互阮會通疼祢、
尊崇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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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 
(舊約: 藍 p758; 紅 p879; 棕 p87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耶西的樹頭」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61 「佇一個羊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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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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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69 「請來，忠誠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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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交通與代禱 : 

 Paul LaMontagne 牧師的父親(David LaMontagne)於12/3(一)清
晨安息主懷，請為他及家人，尤其是他的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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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彥兄
與尚芬姐；凱雲姐的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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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018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7;   SKY 20 台語 $3,763.00;   SKY  $1,275.00 

 
每日讀經 (12/09/18-12/15/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09 西番雅 3:14-20 這段經文如何幫助你不害怕？ 

12/10 賽 12:2-6 這段經文如何幫助你不害怕？ 
12/11 腓立比 4:4-7 主已經近了是什麼意思？ 

12/12 路加 3:7-18 
關於你的期望這篇經文對你有
何啟發？ 

12/13 詩篇 146:4-9 仰望上帝是什麼意思？ 
12/14 雅各 5:7-10 你應該耐心等待什麼？ 

12/15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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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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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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的主題是“增進親子關係系列-8”，
由林詠偉兄教導。下週是“基要真理-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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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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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會廚房煮飯用的電鍋少了兩個內鍋，若有外借
的，請速歸還! 謝謝! 

6. 教會歡迎兄姊們為主日鮮花奉獻，以獻鮮花表達對
主的謝恩與尊崇，意者請到公布欄登記，謝謝! 

7. 2019家庭團契會長同工名單如下: 
會長: 何德淵，同工: 陳毓盛、梁璋琦、劉怡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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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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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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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2/12    吳瑞成老師  “古羅馬文化” 
 12/19    蔡啟東醫師  “一般的醫學疾病”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09/18) 

主  理 
(12/09/18) 

主  理 
(12/16/18) 

地    點 
(1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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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詠偉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林詠偉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2/11/18) 
創世記 
39-41 
吳曼麗 

(12/18/18) 
創世記 

42:1-46:27
廖愛信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2/14) 

8pm-10pm 
 
 

*Edison 
 

主理 
 

陳毓盛 

經文 
 

猶大簡介 
 & 1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黃牧師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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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2/09/2018) (12/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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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毓升 陳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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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基生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羅浚哲 徐光武      羅浚哲 

育       嬰 劉麗玲      Nua Tsai 劉麗玲      鄭文錦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陳東亮      黃晉文 林又堅     陳叔承 

值 日 長 執 張文傑      林秀芬 許毓升     林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