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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Ephesians 2:19 

Family of God 上帝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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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司會: 張文傑長老    證道: 蔡佳君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Dec 29,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向望已經來-- 
眾(台): 叫醒咱來看著新的可能性。 
司(台): 和平已經來-- 
眾(台): 邀請咱來做和解的中間者。 
司(台): 喜樂已經來-- 
眾(台): 互咱的內心對驚惶變做稀奇。 
司(台): 愛已經來-- 
眾(台): 改變咱的生活，改變咱的世界。 
司(台): 咱已經來-- 
眾(台):用謙卑及對上帝的恩典驚奇(kiaⁿ-kî)的心，來敬

拜新生王。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8「天父看著雀鳥跋落」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聖誕宣召曲」 聖歌隊 
  by Jon Paige 
來，著向主唱歌，著歡喜快樂。 Gloria in excelsis Deo, 
來，著向主唱歌，恁著出大聲。Gloria in excelsis Deo. 

天頂地下歡喜唱歌。相與吟哈利路亞； 
讚美歸基督君王。Gloria, gloria, gloria 榮光上帝。  
來，著向主唱歌唱歡喜之歌。Gloria in excelsis Deo. 
來，著向主唱歌，盡力唱歌。Gloria in excelsis Deo. 

請到伯利恆來看，天使吟講主出世。 
來尊崇跪落俯拜。Gloria, gloria, gloria 榮光上帝。  

聖徒攏著歡喜，同心齊聲吟詩。 
注意聽這好消息: 耶穌基督今出世。 

牛羊也來敬拜祂，救主今臥佇馬槽裡。。  
天頂地下著歡喜唱歌。相與吟哈利路亞，讚美歸基督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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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 gloria, gloria 榮光上帝至高上帝! 
榮光上帝! 榮光攏歸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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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上帝，祢是世界的光。但是，阮冷淡(léng-tām)的
態度常常遮蓋(jia-khàm)祢的榮光。阮有真多需要承認的
罪：當阮假做無看著(khòa -ntio̍h)苦難的時，請赦免阮!當
阮面對無公正的事，卻(soah)激恬恬(kek-tiām-tiām)的時，
請赦免阮!當阮選擇家己的舒適贏過同情別人的時，請
赦免阮!當阮無用恩典及愛心互相款待的時，請赦免阮!
恩典的上帝，祢來到阮這個無完全的世界，佇絕望、滾
踜(kùn-liòng)的人中間建立一個家。求祢互阮有眼光，
會通佇遐些真軟弱的人的面看著祢；互阮有意願照顧欠
缺的厝邊。求祢用祢卡贏過一切黑暗的榮光，照亮
(liāng)阮生活中的烏影，閣開阮的心來接納祢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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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2:10-18 (新約: 藍 p252, 紅/棕 p34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兒女的權柄」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31「人若抵著憂悶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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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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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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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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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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主日學課程回顧與檢討”。

由陳虹伶執事及張文旭長老主理。下週Paul牧師將教

導 “Spiritual Growth and Discipleship series - 6”。 
3. 感謝曾宗盛牧師贈與教會 3 本書，書名“我們何懼之
有? –基督信仰與同志群體的會遇”。 

4. 今天下午 2:20 婦女會茶會將在樓下 SKY 禮拜堂舉
行，歡迎參加! 

5. 藥劑師 Tina 姐今天 2:30-4:30pm在樓下 Room E為曾
經於 10/27(日)接受過 Shingle 疫苗注射的兄姐，提供
第二次疫苗注射。 

6. 2020 年主日獻花志願表已貼在公佈欄上，意者請到
公佈欄填寫。謝謝! 

7. 今天是 2019 最後主日，請各部門趕緊請款，以便結
算。如果您有特別奉獻，也煩請在今天交給教會。 

8. 請 2019 及 2020 各部門長執及團契會長在年底前將
2019 年度報告及 2020 年度計劃寄到教會辦公室
(tafpc@tafpc.org)。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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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2020 年初任長執按立、新任長執就任及所有團契
會長與分區區長委任典禮將於 1/12(日)舉行。 

2. 2020 年度和會訂於 2/23/2020(日)舉行，以檢討
2019 年事工與 2020 年計劃及預算。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李英民兄的母親，璞玉姐，於 12/24(二) 下午 4:47平安
回天家。追思禮拜已於昨日 10:30AM 舉行。家人感謝
兄姐的代禱。請繼續為遺族禱告，求主親自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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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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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2019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125 $4,204.00     感恩 $600.00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29/19) 

主  理 
(12/29/19) 

主  理 
(1/05/20) 

地    點 
(12/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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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佳君 
D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陳虹伶 
張文旭 

D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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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01/01  慶祝新年    没有聚會 
 01/08       Video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檜木林”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2/29/2019) (1/05/2020) 

招      待 梁璋琦 曹桂蘭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張文旭 

來      賓 張文旭 林又堅 

影  音 / 錄  影 林詠偉/ 陳毓盛 徐光武/ 陳毓盛 

司      獻 
陳虹伶 

陳玫麗    洪潔君 
林嘉柔 

郭淑華    李淑真 

清 點 奉 獻 Darren Ochs  陳美玲 林嘉柔    郭淑華 

育       嬰 李淑真 王雅雅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羅逸翔    陳小凡 EM          林詠偉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陳玫麗 許毓升    郭淑華   

 

喜樂新年，主恩滿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