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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時常尋求祂的面

Seek The Lord And His Strength, Seek His Presence Continually

將臨第二主日

將臨第二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一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上午十一時

燃點將臨節第二
坐
燃點將臨節第二枝蠟燭 LIGHTING THE SECOND CANDLE OF ADVENT
點燭者宣讀:
點燭者宣讀: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所記的話，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豫備主
的道，修直祂的
的道，修直祂的路。一切山漥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
祂的路。一切山漥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
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
要見上帝的救恩。』(
要見上帝的救恩。』(路加福音 3:4-6)
唱
詩(HYMN)
凡有血氣歌』
#91 『凡有血氣歌』
始禮聖頌(INTROIT)
會眾同唱
#625 『主在聖殿中』
宣
召(CALL TO WORSHIP) 馬太福音 Matthew 1: 18-23 (新
新約 1-2頁)
牧
禱(PASTORAL PRAYER)
邵一嵐宣教師
邵一嵐宣教師
主 禱 文(THE LORD'S PRAYER) #649
會眾同誦
唱
詩(HYMN)
恩光歌』
#556 『恩光歌
啟 應 文(RESPONSIVE READING) 以賽亞書 Isaiah 41: 1-7 (舊
舊約 850-851頁)
歌
頌(ANTHEM)
"I SAW THREE SHIPS”
詩
班
讀
經(SCRIPTURE LESSON)
（請參閱週刊內頁）
路加福音
新約 76-77頁)
路加福音 Luke 1: 39-56 (新約
講
道(SERMON)
『被點亮的生命』
被點亮的生命』
榮 耀 頌(GLORIA PATRI)) (普頌底頁)
會眾同唱
告(ANNOUNCEMENTS)
報
奉
獻(OFFERING)
頌主之心歌』
#367 『頌主之心歌
獻 禮 文(OFFERTORY RESPONSE) #644
會眾同唱
差
遣(CHARGE)
陳張愛萍執事

立
坐
坐
坐
坐
立
坐
坐
坐
坐
立
坐
坐
立
立

『在聖殿崇拜上帝以後,
在聖殿崇拜上帝以後,現在你們要被差遣返
現在你們要被差遣返回你們工作與生活
被差遣返回你們工作與生活的崗位
回你們工作與生活的崗位,
的崗位,
繼續去事奉上帝和祂所創造,
所愛顧的全人類。
阿們。
繼續去事奉上帝和祂所創造
,所愛顧的全人類
。阿們
。』
阿 們 頌(AMEN)
會眾同唱 立
#675
唱
詩(HYMN)
立
主國降臨歌』
#300 『主國降臨歌

Second Sunday of Advent

本週金句:
本週金句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我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 1:46-47 )
(路加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
The Ninth Day of December 2018

主在聖殿中,
主在聖殿中,我們應當肅靜.
我們應當肅靜.
會眾進入聖堂時,
會眾進入聖堂時,請將手提電話關掉,
請將手提電話關掉,謙卑主前,
謙卑主前,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上帝.
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上帝.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下主日(十二月十六日)
將臨第三主日

今主日(十二月九日)
將臨第二主日
燃點第二枝蠟燭: 紫色

講員/
講員/主席
指揮/
指揮/司琴
招
待
收
捐
(樓
上)
聖壇插花
錄音/
錄音/音響

邵一嵐宣教師
林主恩先生 /
翁華健長老
謝 銓長老
翁日新先生
翁健安先生
李鳳屏女士
Tommy Lee

燃點第三枝蠟燭: 粉紅色

/ 陳張愛萍執事
江友正女士
黃超棠夫人
容祝賢夫人
方李芳女士
蔣倩玲執事

獻

楊鄭小瓏宣教師 / 梁美娥長老
林主恩先生 / 江友正女士
梁燊南長老
陳張愛萍執事
李立人長老
黃達焜夫人
容祝賢先生
夏李新美女士
方鈺澄長老
趙林慕貞女士
李鳳屏女士
Tommy Lee

花

陳李小嫦女士紀念祖父母及父母親
陳李小嫦女士紀念祖父母及父母親
陳李小嫦女士紀念陳家祖先

報告事項
.歡迎首次參加主日崇拜之新朋友,
歡迎首次參加主日崇拜之新朋友,盼望你能繼續參加聚會,
盼望你能繼續參加聚會,散會後請留下姓名,
散會後請留下姓名,
1.
通訊處及電話與司事,
通訊處及電話與司事,以便教會與你聯絡。
.成人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 逢主日上午九時
逢主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在一樓
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在一樓副堂
四十五分在一樓副堂後座
副堂後座上課
後座上課,
上課,歡迎各兄姊參加。
2.
3.
.祈禱會:
祈禱會: 逢禮拜四下午二時在 309 室舉行,
舉行,歡迎各兄姊參加。
.國語團契例會:
國語團契例會: 今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後
崇拜後隨即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
隨即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
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歡迎各兄姊參加。
歡迎各兄姊參加。
4.
.伉儷團契例會:
伉儷團契例會: 今主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
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請各團友屆時參加。
請各團友屆時參加。
5.
.兒童事工委員會主辦之聖誕節同樂會於禮拜六
兒童事工委員會主辦之聖誕節同樂會於禮拜六(
主辦之聖誕節同樂會於禮拜六(十五日
十五日)下午一時半
下午一時半在聖堂舉行
在聖堂舉行。
舉行。
6.
歡迎五歲至十二歲之小朋友和家長及各兄姊參加。
.婦女部例會
婦女部例會:
例會: 下主日崇拜後
主日崇拜後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
崇拜後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
在二樓副堂後座舉行,請各團友屆時參加。
請各團友屆時參加。
7.
.本堂現有三個電話號碼 (212) 964-5488, (212) 964-5480及
及 (212)9648.
3109 線路發生故障已有多月
線路發生故障已有多月,
已有多月,電話公司在修理期間,請各兄姊用電話公司
電話公司在修理期間 請各兄姊用電話公司配給
請各兄姊用電話公司配給
之臨時電話 (347) 931-3102 聯絡各同工,
聯絡各同工,教會手提電話已停止使用,
教會手提電話已停止使用,請各兄
姊留意。
姊留意。
9.
.本堂在網址 www.fcpc.org 上載主日週刊,講道
上載主日週刊 講道,教會消息
講道 教會消息,請瀏覽及
教會消息 請瀏覽及收聽
請瀏覽及收聽。
收聽。

聖誕前夕聖樂崇拜
CHRISTMAS EVE SERVICE

詩班獻詩歌詞
I SAW THREE SHIPS
I saw three ships come sailing in on Christmas Day, on Christmas Day.
I saw three ships come sailing in on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O they sailed in to Bethlehem on Christmas Day, on Christmas Day.
O they sailed in to Bethlehem on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And who was in those ships all three on Christmas Day, on Christmas Day.
And who was in those ships all three, on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Twas Joseph and the maid Mary, on Christmas Day, on Christmas Day,
‘Twas Joseph and the maid Mary, on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And all the bells on earth did ring on Christmas Day, on Christmas Day,
And all the bells on earth did ring on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And all the choirs in heaven did sing on Christmas Day, on Christmas Day,
And all the choirs in heaven did sing on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本堂詩班獻唱:
有一嬰孩賜給我們
本堂詩班獻唱: 有一嬰孩賜給我們
OUR CHURCH CHOIR WILL PRESENT:
“To Us A Child Is Given”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

講員 Preacher: Reverend Dr. Bayer Lee 李澤華牧師
主席 Worship Leader: Elder Eliza Chung 鍾梁美鳳長老
指揮 Conductor: Mr. Daniel Lam 林主恩先生
司琴 Organist: Ms. You-Zheng Jiang 江友正女士
日期:
禮拜一)
日期:主曆二零一八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一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禮拜一
禮拜一 下午七
下午七時
Date: Monday, December 24, 2018 at 7:00 p.m.

(歡迎踴躍赴會 ALL ARE WELCOME)

講道經文: 路加福音

1: 39-56

39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裡去，來到猶大的一座城．
40 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問以利沙伯安。
41 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裡跳動，以利沙伯
且被聖靈充滿．
42 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
43 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那裡得的呢．
44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胎，就歡喜跳動。
45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裡所說的話，都要應驗。
46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47 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48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49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
50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52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53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54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
55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
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56 馬利亞和以利沙伯同住，約有三個月，就回家去了。

代禱事項
1.為本堂
為本堂各同工
為本堂各同工、全體長老、執事、董事禱告。
各同工、全體長老、執事、董事禱告。求上帝賜
、全體長老、執事、董事禱告。求上帝賜給他們屬靈的智慧
求上帝賜給他們屬靈的智慧,
給他們屬靈的智慧,
求聖靈充滿教會,
求聖靈充滿教會,激勵領袖和信徒們常常儆醒。
勵領袖和信徒們常常儆醒。
2.為祈禱會禱告
為祈禱會禱告。
為祈禱會禱告。求聖靈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屆時赴會,
求聖靈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屆時赴會,同心合意為教會守望。
同心合意為教會守望。
3.為紐約市華埠社區禱告。願本堂藉著崇拜、關懷、社區服務、
為紐約市華埠社區禱告。願本堂藉著崇拜、關懷、社區服務、網絡
為紐約市華埠社區禱告。願本堂藉著崇拜、關懷、社區服務、網絡福音廣
網絡福音廣
播節目廣傳福音。
4.為身體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
為身體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
為身體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醫治,使他們早日康復
求主醫治 使他們早日康復:
使他們早日康復
容文夫人、翁海珊夫人、吳秀琼
容文夫人、翁海珊夫人、吳秀琼女士、梁慕倫女士、林伍新蘭女士、
楊智行先生、雷明進長老、陳玉金女士、楊黃蘊姿執事
楊智行先生、雷明進長老、陳玉金女士、楊黃蘊姿執事、
楊黃蘊姿執事、張淑德女士、
張淑德女士、
陳林恩愛女士、翁陳朵宜女士、
陳林恩愛女士、翁陳朵宜女士、劉浪波夫人。
劉浪波夫人。
5.以巴近日爆發
以巴近日爆發 2014 年戰爭以來最嚴重衝突,
年戰爭以來最嚴重衝突,為兩地人民的安全禱告。
為兩地人民的安全禱告。
6.為十二月
為十二月十五
為十二月十五日兒童事工委員主辦之聖
十五日兒童事工委員主辦之聖誕
日兒童事工委員主辦之聖誕節兒童同樂會禱
節兒童同樂會禱告。
同樂會禱告。
7.為
為教友大會選
教友大會選出之 2019-2021 年度侯任執行長老、受職執事、
年度侯任執行長老、受職執事、董事
侯任執行長老、受職執事、董事、
董事、社區
事工委員及
事工委員及 2019 年度提名
年度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禱告。
委員會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