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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Ephesians 2:19 

Family of God 上帝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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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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英才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Dec 01,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凡若(hoân-nā)尋求真理的人攏著來啊--咱來去耶

和華的厝， 
眾(台): 通學習聖潔的道閣遵循(chun-sûn)正直的路。 
司(台):來啊 - -列國列邦 - - 相紲來(sio-sòa-lâi)行過打開的門， 
眾(台):通(thang)聚集佇公義的廊(long)，和平的院。 
司(台): 來啊 --上帝的子 -- 咱來行佇主的光裡！ 
眾(台):咱用滿心的向望，來敬拜上帝。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蔡賢奕, 莊凱雲 & Amelia       
 宣告: 注目等待主基督的降臨! 點𤏸(tiám-to̍h)向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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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ám-to̍h)這第一支蠟燭，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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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69「請來，忠誠信徒」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以馬內利」 聖歌隊 
  Music by Allen Pote 
  Words by Tom Long (黃惠香譯) 

雖罔踮佇這黑暗世界，欲有光照， 
向前看，所有的艱難  就攏欲消無。 

聖嬰仔有出世大應允， 
先知預言 祂欲來踮咱中間。以馬內利。 

 
全地開聲  全地開聲吟哈利路亞! 

祂欲作君王，哈利路亞! 
直到萬世代，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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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咱脫離罪，哈利路亞。 
上帝獨生子，喜樂和平，喜樂和平人君。 

 
以馬內利，佇這黑暗世界， 
以馬內利，欲有光照， 
以馬內利，所有的艱難， 
以馬內利，攏欲消無。 
聖嬰仔有出世大應允， 

先知預言 祂欲來踮咱中間。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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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上帝，祢佇阮面前鋪一條良善的路，閣呼召
阮來跟對(kin-tòe)祢；但是阮無重視(tiōng-sī)祢的教
示亦呣聽祢的話。祢呼籲(ho-͘io̍k)世界各地的人著和
睦相處 (siong-chhù)；但是阮掖 (iā)分裂的種 (chéng)
籽，收成紛爭(hun-cheng)。祢命令阮製作維持生命的器
具，但是阮堅持使用會帶來傷害及破壞的武器。主啊，
請赦免阮! 一切受造者(ê)在(teh)向望得著完全；祢的子
民在期待公義及和平。當阮抱著向望在等待世界的真光
的時，求祢保守阮，互阮時刻保持警醒(kéng-chhé )n，通
來識(bat)祢的道路。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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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讀經 Scripture  

以賽亞書 2:1-5 (舊約: 藍 p747, 紅/棕 p868)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看到上帝的話  I」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4「天使歌聲對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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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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基督世界真光」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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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2/01/2019) (12/08/2019) 

招      待 梁璋琦 梁璋琦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魏淑玲 

來      賓 張文旭 張文旭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陳毓盛 蔡賢奕/ 陳毓盛 

司      獻 
陳虹伶 

陳玫麗    洪潔君 
陳虹伶 

陳玫麗    洪潔君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呂文琴 徐光武    陳美玲 

育       嬰 王雅雅 李淑文 

茶點預備 外賣 李昭瑩 

茶點 
分配&清理 

吳怡憲    林怡君 劉怡和   余秀美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陳玫麗 Darren Ochs   陳玫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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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請一起享用點心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Spiritual Growth and Discipleship 

series-5”，由 Paul 牧師教導。下週主題是“與 Rick 
Warren 牧師學習如何解決衝突，重建關係”。 

3. 教會徵求捐贈聖誕紅，以佈置禮拜堂慶祝聖誕。聖誕
紅每盆$10 (紅或白色)，12/22(日)聚會後請把花帶回家。
意者請於12/9(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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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生活充實俱樂部(Living well)奉獻$1,000 給教會。 
5. 年終將近，請各部門趕緊提出請款，以便結算。如果
您有特別奉獻，也煩請在12月底前交給教會。 

6. 請 2019 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契會長提早準備完成
2019 年度報告，以便能在年底前寄到教會辦公室
(tafpc@tafpc.org)。若需翻譯，請務必提早，以便新上任
的秘書，有充分時間作業，謝謝合作!! 

7. 截至 11/16 止，今年的經常費有$-8.468.82 淨虧損額 
(去年同時期淨收入額是$15,093.33). 奉獻比去年同時
期減少$31,870.99(或-10.38%).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
題請洽 Darren Ochs長老。 

8. 2020年各團契同工名單如下: 
聖歌隊隊長: TBD；婦女查經班班長: 李淑真 
家庭團契會長: 何德淵; 同工: 劉怡和, 陳毓盛 
婦女團契會長: Nua Tsai; 副會長: 林秀芬 

同工: 洪潔君, 廖婉瑜, 許史青 
TKC會長: 林詠偉 (Dennis Lin), 副會長: 徐光武 (Joseph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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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逸翔 (Sean Lo), 活動: 蔡賢奕 (Hsien-Yi Tsai)  
家庭親子組組長: 蘇楓琇(Mandy Su) &  

  莊凱雲(Kay Chuang) 

mailto:tafpc@taf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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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今天禮拜結束後，Paul 牧師將針對兄姊所提，有關僱
用第二位全職短期牧師的體制上的問題，有所澄清。 

2. 12/07 (六)召開長執同工會，10am-1pm, 請2019及2020長
執及各團契會長準時出席，以便交接、訓練，謝謝! 

3. 教會聘請周世彧兄(Arthur)為行政助理，任職將從
2/1/2020開始，請給予支持與鼓勵!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的合一；教會事工的方向；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
身心靈；珍珠姐及家人；明艶姊及家人；泰明兄的家
人；Paul 牧師及家人；詠偉兄(Dennis)的家人；建仁兄；
秀芬姐的父親；梓義長老；俊彥兄與尚芬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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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11/24/2019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87人 $9,692.00    感恩 $3,000.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12/04  林詠梅女士  “她的故事” 
 12/11 高龍榮博士   “FAPA/FAPR 針對美國國會和行政部

門的倡導工作”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01/19) 

主  理 
(12/01/19) 

主  理 
(12/08/19) 

地    點 
(1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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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aul  
LaMontagne 魏淑玲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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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2/03/19) 
蔡佳君 

(12/10/19) 
Nua Tsai Sanctu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