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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待降節第三主日禮拜 
TAFPC the Third Advent Sunday Service 

司會 Liturgist: 陳美雲長老(Elder Marianne Shen) 
證道 Preacher: 蔡佳君牧師(Rev. Annie Tsai) 
司琴Organist: 陳玫麗姊妹(Ms. Meili Chen) 

11:00AM                                                     December 11, 2022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佇咱人生中間乾燥(ta-sò)、拋荒(pha-hng)的所
在，上帝帶來救贖。 

 眾(台): 沙漠開始歡喜跳舞，開出花蕊，荒野(hong-iá)
變成做滿有生命力。 

 司(台): 哀傷與吐氣(thó-͘khuì)就攏總消散(siau-suáⁿ)： 
 眾(台): 咱著做伙用吟詩進來到上帝的同在中間！ 
  
 司(華): 在我們人生當中乾旱、荒蕪之處，上帝帶來了

救贖。 
 眾(華): 沙漠開始歡欣鼓舞，綻放花朵，荒野變為滿有

生命力。 
 司(華): 憂傷與嘆息盡都消散： 
 眾(華): 我們當以詩歌進來到上帝的同在之中！ 

點燭 Lighting Advent Candle              徐光武 & 盧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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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43 「世間眾人攏著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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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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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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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台) 信仰告白的人生呣僅(m̄-nā)是啲講，咱對佇上
帝著愛信實，相時也提醒咱著愛知影，上帝對咱
的信實。咱相信，上帝絕對𣍐越轉身呣睬(m̄-
chhap)咱，咱著佇上帝的面前向祂講出，咱生命
的真實狀況(chōng-hóng)。  

司(華) 信仰告白的人生不只是述說著，我們對於上帝
應當要信實，同時也提醒我們要明瞭，上帝對我
們的信實。我們相信，上帝絕對不會轉身不理會
我們，所以，讓我們在上帝的面前向祂吐露，我
們生命真實的狀況。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台) 偉大的上帝啊！佇阮看見田野(chhân-iá)無張持
(bô-tiunn-tî)開花，擱看見拋荒的土地充滿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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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的時，阮的心真簡單來顯出歡喜。阮可能無
想著欲甲強權者(kióng-kuân-chiá)揪落來，或者是
欲甲好額人搶空趕走；因為阮知，有時，阮是強
權者，有時，阮是好額人。有真多時陣，阮是享
受特權中間的一份子，故載家己忽略(hut-lio̍h)別
人，擱去做傷害祢欲拯救的人的代誌。主啊！求
祢赦免阮，將阮降低(kàng-kē)，擱再一擺調整阮，
互阮通跟隨祢來行活命、真理的道路。(默禱) 

 
(華) 偉大的上帝啊！當我們看見田野忽然間綻放花

朵，又看見荒蕪之地充滿美好景物之時，我們的心
很容易顯得歡喜。我們可能沒想過要推翻強權者，
或是搶奪、驅趕富人；因為我們知道，有時，我們
就是強權者，有時，我們就是富人。有許多時候，
我們是享特權者當中的一份子，任憑自己疏忽別
人，又去做傷害祢要拯救之人的事情。主啊！求祢
赦免我們，使我們降卑，並再一次調整我們，使我
們能跟隨祢來走生命、真理的道路。(默禱)  

赦罪宣告 Pardon 

司(台) 無任何的代誌、物件是上帝無法度挽回(bán-huê)
的，也無任何的人是上帝無法度拯救的。無任何的
土地是相過(siuⁿ-kuè)枯乾(ko ͘ -ta)致使到上帝無法度
互活水泉源長流(tńg-lâu)佇頂面 。所疼的兄弟姊妹
啊！咱攏已經得著上帝的赦免啊！ 

眾(台) 哈利路亞！感謝上帝！ 
 
司(華) 沒有任何的事物是上帝無法挽回的，也沒有任何

的人是上帝無法拯救的。沒有任何的土地是太過枯竭
以致於上帝無法使活水泉源長流其上。親愛的兄弟姊
妹啊！我們都已經得著上帝的赦免了！ 

眾(華) 哈利路亞！感謝上帝！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以賽亞書  35: 1-10 (舊約: 藍 p784, 紅 p900, 棕 p900)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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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Sermon  
「生命之河，喜樂之歌」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68「主耶穌放拺祢寶座冕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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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新聖詩 #56「請聽天使歡喜的聲」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GTG #601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if able)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的合一與事工的方向；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
身心靈；聘牧委員會；兒童聖誕音樂劇演出；Host 
Family；實體聚會的安全；感染 Covid 的兄姊；俐亨
姐；俊彥兄及尚芬姐；艷紅姐及家人；淑真姐的母
親；佩芬姐的先生 Keene Benson；Nua 姐的父親；秀
芬姐的父親；再榮兄；啟明兄及家人；詠恩姐及家
人；德欽長老與惠婉姐(Kay)及女兒 Lily 一家；教會兄
姊們的新生兒孫；教會長輩的健康；教會各事工
(EM、青少年與兒童、社青、家庭團契、婦女)；兄姊
的工作；外出旅遊探親的兄姊；退休兄姊們生活上
的改變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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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Session Announcements: 

 2023教會主題是”信靠上帝，熱心事奉” (Passion to serve 
& Trust in God). 聖經經節是羅馬書 12:11; 箴言 19:21. 

 2023 年主日時間表將作以下的調整: 
o 手鐘隊練習/茶點—— 12:20PM - 1:20PM 
o 成人主日學——1:20PM - 2:20PM  

 2023年長老職任如下: 
小會書記: 張文旭長老 
基督徒教育與團契: 何德淵長老 
英語禮拜:  Christine Su 長老 
財務: 張文傑長老 
關懷與宣教: 許史青長老 
運作: 謝慶賢長老 
台語禮拜: 張文傑長老、張文旭長老 

消息報告 Announcements: 

 本會的 Shining Hope Children's Choir 將在教會演出兩
場兒童聖誕音樂劇"Meet Me at The Manger", 免費入
場，誠摯邀請兄姐邀約親朋一起來觀賞。任何問題
請洽 shininghopechoir@gmail.com 

o 12/18 (日 )下午 3:30 入場 
o 12/22 (四 )晚上 6:30 入場 

 12/25(日)本會舉行慶祝聖誕節聯合禮拜，當天也是
Homecoming Day，會後將有 Potluck 聚餐，歡迎兄
姊邀請親友來參加。一家一菜 (大約 9 吋 x13 吋的
盤子) 。請大家踴躍到公佈欄填菜單。謝謝! 

 截至 11/30 止，教會今年的經常費有$-30,269 美元
淨收入，此數目不包括銀行現金和投資。欲知詳情
或有任何問題請洽美雲長老。 

 聖歌隊邀請新隊員參加，歡迎愛好唱歌，願意用歌聲
服事主的兄姊加入。報名請洽聖歌隊長張聖珍長老。 

 下週成人主日學由蔡佳君牧師主講，題目是“【福
音 543】邀請決志”，歡迎兄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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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查經班本次進度為：【以賽亞書】第 23 章至
第 25 章，歡迎兄姊參加分區查經班。 

 請 2022 及 2023 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契會長在
12/30/2022 (五)以前將 2022 年度報告或(及)2023 年
度計劃 e-mail 到教會辦公室(tafpcco@gmail.com)。
若需要幫忙翻譯，則務必在 12/25/2022(日)以前寄
達，越早越好，謝謝合作!! 

 年終將近，請各部門趕緊提出請款，以便結算。此
外，如果您有特別奉獻，也煩請在年底前交給教會。 

 2023年各團契同工名單如下: 
聖歌隊隊長: 張聖珍 
家庭團契會長: 何德淵 
婦女查經班班長: 李淑真 
婦女團契會長: 洪潔君; 副會長: 許史青 

奉獻 Offering: (11/28/2022 – 12/04/2022)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3,905.00 $20.00 (勵馨基金會)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週 下週 

(12/11/2022) (12/18/2022) 

招      待 李昭瑩 李昭瑩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陳美雲 張文旭 

影  音 陳叔承   陳叔承   

錄影/網路上傳 陳毓盛  林又堅 陳毓盛  林又堅 

司獻/清點奉獻 洪潔君  李昭瑩 洪潔君  李昭瑩 

茶點預備 陳叔承  林又堅 張聖珍 鍾崇仁 

聖堂/交誼廳清理 全會眾 全會眾 

值 日 長 執 張文旭  洪潔君 張文旭  洪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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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Attendance:  

 實體台語禮拜 (12/04): 成人39, 兒童5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講題/經文 地 點 

二 
婦女 
查經 

(12/13) 

10:00 AM 
| 

noon 
李淑真 

待降節靈修 
  

12/06-12/13 
Online 

日 
成人 
主日學 
(12/18) 

9:00AM 
| 

10:00AM 
蔡佳君 

【福音 543】  
邀請決志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12/18) 

11:00AM 
| 

12:15PM 
蔡佳君 

以馬內利  
以賽亞書 
7: 10 -16 

Sanctuary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