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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潔淨及寬容的心 

A Clean &  
  Forgiving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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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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慶賢長老 證道: 蔡佳君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0:30 am                                                            Dec 27, 2020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來啊！咱著與世間所有的受造物來唱歌，謳咾
上帝！ 

眾：謳咾日頭與月娘的上帝，謳咾光明眾星辰的上
帝！ 

司：來啊！咱著與西面以及亞拿同齊唱歌！ 
眾：咱的目睭已經看見救贖，就是上帝賞賜互世間

眾人的禮物。 

司：來啊！咱作伙來唱歌謳咾咱的上帝， 
眾：擱來敬拜為著咱出世的聖子基督！ 

唱詩* Hymn*  

T#302 「萬民啊，恁著謳咾」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Praise   TAFPC Choir, 12/29/2019 

“聖誕宣召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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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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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也來敬拜祂，救主今臥佇馬槽裡。 
基督今出世，基督今出世。 

天頂地下著歡喜唱歌，相與吟哈利路亞。 
讚美歸基督君王! Gloria, gloria, gloria, 榮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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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上帝啊！祢有成做一個卑微的嬰兒來出世，基
督就是道成肉身的愛疼、祢與阮同在的形式。當阮
無用祢謙卑、愛疼與和平的方式來跟隨祢的時，求
祢原諒阮！求祢釋放阮，互阮會當看見祢反映佇親
人、朋友、厝邊以及生份人面頂的亮光，幫助阮會
當帶著祢的愛疼發出光彩！(默禱) 

赦罪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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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路加福音 2:22-40 (新約:藍 p66, 紅/棕 p94)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親眼看見救恩」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50 「細細的城市伯利恆」 領唱 TAFPC Choir 

奉獻 Offer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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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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T#56「請聽天使歡喜的聲」 領唱 TAFPC Choir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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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上星期日成人主日學聖誕節分享，惠婉姐，
潔君姐，文旭兄，秋蓮姐，惠卿姐分享上帝在他
們生活中恩賜他們所有需要的一切。有時在我們
迷失或眼看災難即將來臨時出手拯救，遣送天使
來為我們解危；有時是在我們最意料不到的日常
生活中祂呼招我們為祂作工，成為祂拯救或解危
他人的器皿；這是聖誕節的故事。 

• 下禮拜成人主日學將改成這星期六 1/2 晚上七點，
請大家分享新年新希望，並嘗試網路團契遊戲，
詳情後續。 

• 下下禮拜日 1/10/2021 回到正常的每星期日上午 9 
點網上 WebEx 見。蔡佳君牧師將為我們講解我們
教會 2021 年的主題。 

• 每週有一個家庭的分享和請安，上禮拜是聖歌隊
聖誕祝福和問安，這個禮拜是「崇仁兄&聖珍姐家
庭」。 

• 提醒!年終將近，請 2020 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
契會長提早準備完成 2020 年度報告，以便能在年
底前寄到教會辦公室(tafpcco@gmail.com)。若需翻
譯，請務必提早，以便有充分時間作業，謝謝合
作!! 

小會公告: 

• 小會徵詢會友們的相關意見如下: 

1. 教會屋頂防水工程。 

2. 教會室內通風改善工程。 

3. 將來教會是否全面原地改建，或考慮尋找其
他更適當地點遷移。 

以上三個議題，請洽小會書記張文旭，提議方式
不拘，若能書面提議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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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12/20/2020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TM 75      EM 15 台語    $7,000（12/13~12/20） 

主內交通與代禱 : 

• 恭喜本會文義兄與淑玲姊再度當阿公阿嬤，他們
的長公子 David 與媳婦 Julie 的二兒子於上週出
生，取名 Elijah，母子平安，感謝大家的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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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貞姐及家人；淑華姐的女婿、女
兒；淑真姐(Sue Liu)的母親；佩芬姐的先生 Keene 
Benson；詠恩姐的父親黃牧師；怡和兄秀美姐及家
人；志維兄芳如姐及家人；村仁兄及家人；茂清兄
及家人；靜雅姐及家人；英民兄及家人；乃傑兄
(Jason)及家人；珍珠姐及家人；明艶姊及家人；詠偉
兄的家人；Nua 姐的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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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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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經文/講題 地 點 

日 
成人 
主日學
(12/27) 

09:00 am 
| 

10:15 am 
郭耿維 

神與人的對話
－音樂 
第二講 

Online 

日 
台語 
禮拜

(12/27) 

10:30 am 
| 

11:45 am 
蔡佳君 

路加福音 
2:22-40 

親眼看見救恩 
Online 

日 
成人 
主日學

(1/2) 

07:00 pm 
| 

08:15 pm 
陳蓓蓉 分享 

新年新希望 Online 

日 

長執同
工就任
聯合 
禮 拜 
(1/3) 

10:30 am 
| 

11:45 am 

Rev. D. 
Paul La 

Montagne 

蔡佳君 

以弗所書 
1:3-14 

靠主得基業 
Online 

二 
婦女 
查經

(12/29) 

10:00 am 
| 

12:00 pm 

查經 
分享 

Advent Bible 
Study (5) 

12/22-12-24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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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臺美團契長老教會臺語部查經進度表 

羅馬書 

12/2020 1:1 -
1:32 

請安，感恩，要瞭解認識普世救贖
論，外邦人需要拯救。 

12/2020 2:1 -
2:19 

猶太人同樣需要拯救，因為他們不
遵守律法。 

01/2021 3:1-
3:31 

猶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罪，所以需
要一個普世的救贖法；猶太律法是
猶太人的，不是普世的，只有耶穌
的十字架才合乎普世的原則。 

3:20 因信稱義，不是因律法稱
義，律法只能讓人知罪律法無法將
人的罪除掉，普世救贖論就是以上
帝的公平，上帝的義為基礎，藉著
耶穌的死和復活所成就的新的拯救
事件，讓外邦人和猶太人有同等的
機會，凡是信耶穌的人，藉著耶穌
的血和救贖，得到拯救。 

01/2021 4:1 -
4:25 

亞伯拉罕「因信稱義」後，立約儀
式就「完成」了。就算沒有割禮，
「因信稱義」仍然有效 兩者兼備：
不排斥割禮，但不能沒有「信」。
外邦信徒不必藉著割禮得救是可能
的。耶穌的十字架：死和復活，普
世的稱義之道。 

02/2021 5:1 -
5:21 

十字架的神學：宣告十字架就是新
世代的開始，把十字架的盼望，集
中在：愛與和好。基督是順服的代
表，拯救來自順服，學習耶穌的順
服就能成為義人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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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21 6:1 -
6:23 

復活的神學：有赦罪的恩典，可以
繼續犯罪嗎？沒有律法，外邦人如
何離開罪？以洗禮為例：與基督同
死同復活；以「奴僕」和「主人」
的關係為例：以前我們做「罪」的
奴僕：聽「罪」的話，受「罪」支
配，信耶穌後作上帝的僕人(義的僕
人)聽從上帝的教導奉獻自己的身
體：為上帝而活，歸屬上帝所有。 

03/2021 7:1 -
8:11 

外邦基督徒不應該再作「罪」的僕
人，律法上是死了，就不屬律法，
與基督同復活，現在屬復活的基
督，依照聖靈的新指示來事奉上
帝。 

03/2021 8:12 -
8:39 

兒子與奴隸分屬兩個世界的對比：
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可以得救和不
能得救的。「兒子」是一種「關
係」的重新建立，外邦人像浪子回
到天父身邊重新建立父子關係，反
觀大兒子「我像奴隸一樣為你工
作」不承認父子關係自絕於終末的
宴席。拯救「已經」開始，但「尚
未」完成，等終末時整個拯救才
「完成」。「現在」：過渡時期，有
苦難 聖靈在這段過渡時期 盼望 安
慰 保守信徒走過過渡時期的苦難。 

04/2021 9:1 -
9:29 

猶太人拒絕耶穌，保羅對猶太人未
能接受耶穌的憂傷；反對以血統為
唯一的標準，上帝的應許、揀選和
旨意才是最重要的，上帝的主權 絕
對的權柄和普世憐憫；「餘民」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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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021 9:30 -
10:21 

猶太人拒絕耶穌的癥結所在，沒有
選擇正確的稱義之路，堅持律法的
路，反而不能達到目的；並不是只
有耶穌是絆腳石。猶太人的問題 熱
心，卻沒有正確的知識：神學的重
要性，沒有順服上帝的義：順服上
帝的救恩之道。人不喜歡改變，不
喜歡離開熟悉的地方。民族主義：
律法已經成為新約時代猶太人的
「國旗」,遵守律法就是「愛國」、
「對祖先忠誠」。 

05/2021 11:1 -
11:36 

如何解決猶太人不信的的問題：舊
的和新的都是基於上帝的恩典：揀
選。上帝的揀不是根據「律法」，
不是「行為」，在上帝長遠的救恩
計劃裡還有下一步，就是外邦人的
歸主可以刺激猶太人，引導他們也
歸主，然後全世界都歸主。 

05/2021 12:1 -
12:21 

把自己當做活活的祭物獻給上帝，
成為別人蒙上帝赦免和祝福的媒
介，分別為聖，以上帝為終極關
懷，一切工作、人際關係都為上帝
所做。轉變世代，從舊世代到新世
代，以實際的教會生活，說明何為
「活祭」。互相尊重和愛。各人按
照上帝所賜給他的信心來衡量自
己。不同的恩賜來自上帝的恩典：
所以都應該被尊重，要好好發揮恩
賜。特別注重愛仇敵，對仇敵的寬
容和愛，將帶來仇敵的悔改和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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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21 13:1 -
13:14 

基督徒和政府的關係：保羅主張不
要以族群的仇恨，來掩飾神學上的
爭議，行政治鬥爭之實。要服從政
府：不要藉機反抗政府，其實是為
了其他理由。「愛」是人際倫理的
總綱，不可因律法而紛爭，破壞了
愛的誡命。羅馬書的「鄰人」也是
指仇敵，最起碼不是自己的人。如
何面對終末：不可縱慾醉酒、邪淫
放蕩、紛爭嫉妒、滿足自己的情
慾。 

06/2021 14:1 -
14:23 

律法本身不要求猶太人吃素，猶太
基督徒在回到羅馬後，可能被非基
督徒的猶太人排斥。兩種信徒各持
己見，認為自己的見解是唯一正確
的，要訂為全教會的規範。保羅的
教導：消極方面：不要再固執己
見，不要再批評對方；積極方面：
追求教會內的平安。要求「強者」
要體貼「弱者」，消極方面：有時
要限制自由；積極方面：「幫助」
信心軟弱的人 = 遵守飲食律。 

07/2021 15:1 -
15:33 

教會應有的特質：有堅強信心的人
應幫助信心軟弱的人；保羅的計畫
訪問羅馬教會之前：先送捐款去耶
路撒冷，藉此勸勉羅馬教會的外邦
信徒：要幫助弱勢的猶太信徒。請
求羅馬信徒為他在耶路撒冷可能遇
到的逼迫禱告。 

07/2021 16:1 -
16:27 

個人請安，要警覺會有人來離間分
裂教會。羅馬書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