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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聖誕節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Order of Christmas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張文傑長老 / Christine Su長老 
 Presider:   Elders Wen Chang / Christine Su   
證道 Preacher:  黃景彬牧師  Rev. Jim Huang  
聖樂指揮 Conductor:  李秀文姐  Ms. Gail Lee 
司琴 Organist:  陳玫麗 姐   Ms. Mei-Li Chen 

1:15pm                                                     December 23, 2018 
 ﹌﹌﹌﹌﹌﹋﹌﹋﹌﹋﹌﹌﹋﹌﹌﹌﹌﹌﹋﹌﹌﹌﹌﹌﹌﹌﹌﹌﹌﹌﹌﹌﹌﹌﹌﹌﹌﹌﹌﹌﹌﹌ 

序樂 Prelude    “The Best Christmas Medley Ever” arr. by J. C. Dare 
     手鐘團 Handbell Choir  

                         “Prepare the Way of the Lord”  聖歌隊 Choir 

“備辦耶和華的路”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普世同慶! 
 眾: 主已經降臨。 
司: 地上和平! 
 眾: 救主掌權。 
司: 將你的禮物帶到聖子面前，  
 眾: “上帝及咱佇在”出世在馬槽裡。 

唱詩*Hymn*     聖歌隊 Choir/全體All 
“O Come, All Ye Faithful” 

“請來，忠信聖徒”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s     
  陳彥儒, 劉珊杉& Ethan Chen 

We have watched, we have waited in hope, light the first 
candle; for peace, light the second candle; in joy, light the 
third candle; with love, light the fourth candle. Now our 
redemption draws near! The Christ candle is lit.  
阮已經注目看，也已經在向望中等待，今點這第一枝
蠟燭；為著和平，來點這第二枝的蠟燭；在喜樂中，
點這第三枝蠟燭；閣用愛心，點𤏸這第四枝的蠟燭。
今阮的救贖已經近了！主基督的蠟燭也點𤏸。 

讚美詩 Anthem  聖歌隊 Choir 
“They That Wait Upon the Lord” 

“等候耶和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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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 Proclamation 
For a child has been born for us; a son is given to us; authority 
rests upon his shoulders; and he is named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Prince of Peace. " 
因為有一個嬰仔已經為咱來出世；有一個子賞賜咱；
權柄落在伊肩頭上；伊的名稱做「奇妙謀士、全能的
上帝、永遠佇啲的父、和平的人君」。 

兒童時間 Children’s Time  黃景彬牧師 Rev Jim Huang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Isaiah 9:6-7 
  以賽亞書 9:6-7 (舊約:藍 p755,  紅 p876, 棕 p876)     
        L :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C : Thanks be to God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讚美詩 Anthem   聖歌隊 Choir 

“For to Us a Child Is Born” 
“聖嬰為咱今出世”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Luke 2:8-15 
  路加福音  2:8-15 (新約:藍 p65,  紅 p93, 棕 p93)     
        L :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C : Thanks be to God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讚美*Praise*  賴佩芬&林又堅  
    Peggy Cheng &Yow-Jian Lin 

“While Shepherds Watched Their Flocks” 
“牧者冥時顧守羊群” 

祈禱 Prayer    黃景彬牧師 Rev Jim Huang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Isaiah 52:7-10 
  以賽亞書 52:7-10 (舊約:藍 p809,  紅 p931, 棕 p931)     
        L :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C : Thanks be to God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講道 Sermon        “Behold! ” 

“看阿! ” 
唱詩*Hymn*  聖歌隊 Choir/全體All 

“Carols of Christmas” 
“聖誕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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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Offertory      
As we see the promise of God come to fruition through an 
affirmation of faith and devotion of Mary, let us affirm our faith 
and devotion through the giving of our tithe and offering. 
當咱通過信仰上的確認以及瑪麗亞的忠心，來看著
上帝的應允確實有實現的時，咱亦要用十一奉獻來
肯定咱的信心與忠誠。 

回應詩歌* Offertory Response*  
“Doxology”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敬拜上帝父子聖神 
    謳咾三位一體上帝，尊名流傳直到萬世   阿們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s 
讚美* Praise*       聖歌隊 Choir/全體All 

“Joy to the World” 
 “普天同慶” 

祝福差遣* Charge and Blessing*       
阿們頌 Amen 

殿樂 Postlude         聖歌隊 Choir 
“For to Us A Child Is Born” 

“聖嬰為咱今出世”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每日讀經 (12/23/18-12/29/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23 約翰 1:1-18 道成肉身是什麼意思? 

12/24 加 3:23-25, 4:4-7 被神領養為祂的孩子有何意義? 
12/25 詩篇 147:13-21 這經文如何幫助你明白神的話? 
12/26 賽 61:10-62:3 公義在萬民中發出是什麼意思? 

12/27 耶利米  
31:7-14 

你從這經文學到什麼有關上帝與
社會的關係? 

12/28 詩篇 84:1-8 住在神的殿中意味著什麼? 

12/29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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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12/15-16/2018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81; 華語 33;  SKY 25 
台語+華語 $5,501.00   

SKY  $2,480.00 
感恩$1,100 

主內交通與代禱 : 
各地災區；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
靈；Paul 牧師/Linda 師母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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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各事工(SKY、青少年
與兒童、社青、家庭團契、婦女)；兄姊的工作；退休兄
姊們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 

 
消息報告: 

1.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Yong-En Huang, Andrew Shen, violinists;  
Kevin Shen, cellist, and Emily Lee, pianist, for assisting in today's 
special music. 
感謝黃詠恩, Andrew Shen, Kevin Shen 及李郁瑩協助今天
的特別音樂! 

2.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有Potluck聚餐，歡迎留步
一起慶祝聖誕!  

3. 今天成人主日學暫停。下週主日學主題是“從一次大
戰 100年後說起”，由何德淵長老主講。 

4. 教會廚房煮飯用的電鍋少了兩個內鍋，煩請兄姊們檢
查一下家裡，若有外借，請速歸還! 謝謝! 

5. 截至 12/9止，今年的經常費有$3,628.86淨收入(2017同時
期是$-67,690.93). 奉獻比去年同時期增加 $29,636.37  (或
10.16%).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Darren Ochs長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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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實俱樂部：  
 12/26    劉怡和先生  “2018 日本世台會的 highlight 分享與討論” 
 01/02    Movie     “The Vancouver As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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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2/23/2018) (12/3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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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傑  Christine Su   魏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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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基生 

徐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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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鈴珠 劉麗玲      李淑真 

茶點預備 Pot Luck 賴文義 

茶點分配&清理 楊英才 陳慧芬 
白建信 蔡申怡 SKY            林詠偉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林秀芬 魏淑玲     林秀芬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23/18) 

主  理 
(12/23/18) 

主  理 
(12/30/18) 

地    點 
(1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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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敏川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慶祝聖誕 何德淵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慶祝聖誕 Fun Day Sanctu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