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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待降節第三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the Third Advent Sunday Worship  
司會: 蘇楓琇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Dec 15,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對遐的(hia-ê)心內驚惶的人講：著勇敢，呣免驚！

恁的上帝佇遮(tī-chia) 。 
眾(台): 看啊！主的榮光照佇咱身軀頂! 
司(台):對遐的腳酸、手軟的人講：著勇敢，呣免驚！恁

的上帝佇遮。 
眾(台): 看啊！榮耀的主徛起 (khiā-khí)佇咱中間! 
司(台):拋荒(pha-hng)的地開花茂盛。沙漠發(hoat)出歡

喜，咱及受造作伙唱歌： 
眾(台):咱用喜樂的心，來敬拜上帝。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林柏儀, 鄭文錦 & A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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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閣點𤏸第
三枝蠟燭，就是這支「喜樂」的蠟燭。喔，救贖阮的
主阿! 當阮沉落於憂傷的陰影那時，祢帶(chhōa)阮進入
那個，對(tùi)祢豐富的更新所帶來的笑容及喜樂；感謝
祢來引導阮，互阮通順祢的路，轉去父的家。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52「早佇大闢王的城裡」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Come, Come, Emmanuel」 聖歌隊 
  Arr.  Joel Raney 

[Refrain] 
Come, come, Emmanuel, come, Emmanuel, come. (repeats)  

O come, O come, Emmanuel, and ransom captive Israel,  
that mourns in lonely exile here, until the Son of God appear. 

Rejoice, Emmanuel, rejoice, E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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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Refrain]  
Come, Desire of nations, come.  

Bind all peoples in one heart and mind;  
bid envy, strife and quarrels cease;  

fill the whole world with heaven's peace. 
Rejoice, Emmanuel, rejoice, Emmanuel, 

Emmanuel,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Refrain]  
Come, come, Emmanuel, come, Emmanuel,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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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來到(lâi-kàu)阮這個困苦(khùn-khó)͘的世
界，升高(seng-ko)卑微者(ê)，養飼(io-chhī)飢餓(iau-gō)
者，佇全世界建立平等。但是，親像困惑(khùn-he̍k)的先
知及憢疑(giâu-gî)的門徒，阮實在無法度相信祢會通改變
這世界。阮看見苦難、悲傷及罪惡，就猜想(chhai-sióng)
一切受造已經無法度通修復(ho̍k)。但是祢帶來醫治，完
全及向望。祢應允要(beh)消除絕望，幫助阮脫離互人軟
弱的驚惶。主啊!求祢開擴(khui-khok)阮的想像力(sióng-
siōng-le̍k)，互阮有法度通想像，一個所有的人攏興旺
(heng-ōng)閣活出祢的平安的社區。求祢開擴阮的心，互
阮通看見佇阮中間有一位超越平常者(ê)，亦享受祢所帶
來的永遠的快樂。幫助阮做祢所欲(beh)建立的新天地的
先知，互阮通為祢備辦道路，閣用歡喜的心來迎接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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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10 (舊約: 藍 p784, 紅/棕 p90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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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Sermon    「看到上帝的話  III」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41「請來，請來，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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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是啥嬰兒安然啲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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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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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傑兄(Jason)及家人；珍珠姐及家人；明艶姊及
家人；泰明兄的家人；詠偉兄的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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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4,         SKY 14 台語$4,810.00,     SKY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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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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牧師將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學教導 “Spiritual Growth 

and Discipleship series - 6”。 
3. 下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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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兄姐
邀請當地及返鄉的親友一起來慶祝。 

4. 婦女會茶會將於 12/29(日)下午 2:20，在樓下 SKY禮拜
堂舉行，歡迎參加! 

5. 年終將近，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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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合作!! 

 
小會公告: 

1. 今天禮拜後，將立刻召開一個特別會眾大會，投
票表決是否同意黃景彬牧師的要求，讓中會於
1/15/2020 解除他與台美團契長老教會會眾之間的
牧養關係，並且支付黃牧師 5 個月的資遣費。 
There is a special congregational meeting today 
immediately following worship to vote on the motion below.  
“Shall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concur with the 
request of the pastor, the reverend Jim Huang, that 
the presbytery dissolve the past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s of 15 January 2020, and grant 
reverend Huang 5 months of severance?” 

 
生活充實俱樂部：  

 12/18  江明信先生  “社會交流-充實生活” 
 12/25  聖誕節 没有聚會 

 
 

mailto:tafpc@taf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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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2/15/2019) (12/22/2019) 
招      待 梁璋琦 梁璋琦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蘇楓琇 張文旭 
來      賓 張文旭 張文旭 

影  音 / 錄  影 徐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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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ren Ochs  徐光武 Darren Ochs  陳美玲 
育       嬰 Nua Tsai 洪潔君 
茶點預備 外賣 Potluck 
茶點 

分配&清理 
謝慶賢    黃文秀   

李英民   黃晉文 
梁慶弘       楊力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陳玫麗 Darren Ochs   陳玫麗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15/19) 

主  理 
(12/15/19) 

主  理 
(12/22/19) 

地    點 
(1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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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牧師 聖誕聚餐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寒假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2/17/19) 
Nua Tsai 

(12/24/19) 
寒假 

Sanctu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