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應許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

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

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裡；

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反覆思想。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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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使翱翔在四方(華語)

天使翱翔在四方，何等美妙聲悠揚，天使翱翔在四方，天使翱翔在四方。

不要怕，撒迦利亞，主已垂聽你禱告。以利沙伯要生一子。

哦!蒙福的人，你已得神的恩寵。 (不要怕，撒迦利亞，主已垂聽你禱告。)

蒙福的人，你已得神的恩寵。(以利沙伯要生一子)

天使翱翔在四方，何等美妙歌聲悠揚。

天上榮耀降臨，當天使翱翔在四方，天使翱翔在四方。

不要怕，約瑟，只管迎娶馬利亞為妻，因為她所懷是聖嬰。

今為你們救主將生，榮耀歸神平安歸與人，主如今與你同在。

今為你們救主降生，榮耀歸神平安歸與人。

天使翱翔在四方，何等美妙歌聲悠揚。

天上榮耀降臨，當天使翱翔在四方，天使翱翔在四方。

不要怕，撒迦利亞，主已垂聽你禱告。以利沙伯要生一子。

(今為你們救主降生，榮耀歸神平安歸與人，主如今與你同在。)

不要怕，約瑟只管迎娶馬利亞為妻，因為她所懷是聖嬰。

哦!蒙福的人，你已得神的恩寵。 蒙福的人你已得神的恩寵。

天使翱翔在四方，何等美妙歌聲悠揚。

天上榮耀降臨，當天使翱翔在四方，天使翱翔在四方。

不要怕，撒迦利亞，不要怕，約瑟，哦!蒙福的人主與你同在，主與你同在。

   

 二：天父慈愛之夜(台語)

         世間萬物未有彼時，聖子及父同居起，阿利法奧美加是祂。

                   (平安暝!聖誕暝。真安靜，真光明)

                  現在過去未來屬祂，他永遠無始無終。

                  聖子及父同齊居起，細漢嬰兒今出世。

                (光照老母亦照嬰孩，聖子溫純閣真正可愛。)

               上帝賞賜安眠，上帝賜安眠，永遠到永遠無疆。

                    平安暝!聖誕暝!真安靜，真光明，

                光照老母亦照嬰孩，聖子溫純閣真正可愛，

         上帝賞賜安眠，上帝賞賜安眠。上帝賜安眠，永遠到永遠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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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督今降生歡欣喜樂

(台) 阮聽天使的唱歌，著聽天使的吟講，榮光歸佇新生王。
     甜蜜歌聲遍山嶺，著聽天使的吟講；榮光歸佇新生王。
     著聽天使的吟講；榮光歸佇新生王。
     地上和平人受恩，上帝罪人閣親近。
     歡喜，歡喜，歡喜，歡喜，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天使傳報好消息，基督今出世!
     阮聽天使的唱歌，甜蜜歌聲遍山嶺，
     大山小山攏應聲，歡喜快樂永無息。
     歡喜，歡喜，歡喜，快樂，快樂，快樂!
     阮來報歡喜消息，基督今出世。
     歡喜，歡喜，歡喜，快樂，快樂，快樂!
     阮來報歡喜消息，基督出世! 平安齊備!
(華) 歡迎天將和平王!歡迎輝煌公義光!
     祂賜世人生命糧，祂消痛苦治創傷。
     謙卑放下天榮尊，降世救人免沉淪，
     要使世人得重生，與主相親永蒙恩。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新生王。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我們樂傳好消息，主降生歡欣。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No Well!
     基督降生!歡欣歌唱!　　

四：祢的信實廣大(華語)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全無轉動影兒藏在你心；
      祢不改變，祢慈愛永不轉移，無始無終的神施恩不盡。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日月星辰時刻循轉不止；
      宇宙萬物，都為造物主見證，述說天父莫大信實仁慈。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所需要祢慈手豐富預備，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全無轉動影兒藏在你心；
      祢不改變，祢慈愛永不轉移，無始無終的神施恩不盡。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所需要祢慈手豐富預備，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平安君王 謙卑來到世上 明亮晨星 照亮渴望的心
            小小嬰孩 是尊貴的君王 耶穌降生 帶來愛和盼望
            是為了愛 親愛耶穌 降生在馬槽 是為了愛 背負重擔 讓我得平安
            謝謝天父 賜下生命的禮物 謝謝耶穌 以愛帶來救贖
            我們敬拜 親愛耶穌 祢就是愛和平安
            充滿感恩 歡慶聖誕因為耶穌為擁抱我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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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祢鑒納阮虔誠奉獻，阮滿心感謝祢極大恩典，

             今求祢賜福祢所疼子兒，享受祢慈愛永遠無離。

     (台) 1.普天同慶主臨世界 全地迎接君王 大家為主備辦所在

　　　　　  宇宙萬有尊崇 宇宙萬有尊崇 宇宙 宇宙萬有尊崇

　　　 　 2.全地歡喜救主 掌權 世人攏著唱歌 田野 江河 山嶺 平原 

　　　　　  歡喜的聲無息 歡喜的聲無息 歡喜 歡喜的聲無息 

　　　　  3.罪惡 悲傷無閣生湠 莿phè一切斬斷 我主臨到福氣充滿

　　　　　  心田無閣拋荒 心田無閣拋荒 心田 心田無閣拋荒 

　　　　  4.救主管理 教示萬類 用道 用恩 用義 公義 和平充滿逐位

　　　　　  仁愛極其齊備 仁愛極其齊備 仁愛 仁愛極其齊備

     (華) 1.普世歡騰主臨萬邦，全地迎接君王，

            萬民為主預備地方，宇宙萬有歌唱，*2

            宇宙，宇宙萬有歌唱。

          2.普世歡騰主治萬方，世人都當歌唱，

            山嶺、平原、江河、海洋，響應歌聲嘹亮，*2

            響應，響應歌聲嘹亮。

          3.罪惡憂傷不容滋生，斬斷荊棘劣根，

            救主降臨恩澤人類，心田不再荒廢，*2

            心田，心田不再荒廢。

          4.救主管理教化萬民，真理恩典顯明，

            公義之聲響徹雲霄，主愛何等奇妙，*2

            主愛，主愛何等奇妙。

               願天歡喜 願地快樂 願海和其中充滿的澎湃　　
               願天歡喜 願地快樂 願田和其中所有的歡樂　　
               我們相聚 愛裡敬拜 願耶穌的愛充滿在這裡　
               高舉雙手 大聲宣告 願神的喜樂成為我力量　　
      來歡呼來讚美 將榮耀都歸於祂 來歡呼來讚美　來向耶和華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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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疫情應變小組]消息
　　依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取

消宗教活動人數上限】禮拜、小組聚會

人數已不受限。本會已全面恢復各場實

境聚會；為防疫需要，進出教會仍遵守

防疫行動【戴口罩、學習卡登錄、噴酒

精、量體溫】。

　　感謝志工們，於每場聚會後皆徹底執行各場
地處室的清潔消毒。敬請兄姊們放心回來教

會敬拜、聚會、團契，享受主恩。

二、聖誕週期[待降節期]禁食禱告
　　自11/9-12/24為救主聖誕慶典活動，本會

信徒連鎖40天(120餐)禁食禱告，有志者

名單已公佈禮拜堂大門口和周報第9頁，

敬請兄姊留意參與禱告。

三、救主聖誕「慶典主日」禮拜
　　〈本主日〉上午9:30本會舉行，已分區開放

各堂、各樓層教室供信徒就座(詳細請參閱內  

頁)。全體慶典主日服事者上午8:10於禮拜堂

集合，為會前說明及聯合禱告。

四、救主聖誕「愛餐」
　　〈本主日〉因疫情關係，禮拜後籌備會

服務小組將發予與會者一人一份餐盒及

聖誕糕點。

五、2022年教會月曆、春聯發放
　　〈本主日〉由小組分發，敬請小組長至辦

公室信箱取得名單及月曆春聯，分發給組

員(一戶一份)，未加入小組或新人家庭，

請向區長長老或辦公室登記。

六、聖誕糕預購領取
　　〈本主日〉請有預購聖誕糕者，禮拜後於

教育館一樓梯廳登記領取(請自備零錢)。

七、本年度財務結算日
　　〈本主日〉各事工單位請於中午前報

帳，以利年度核銷，26日關帳，超過26

日請盡量開明年度發票，以利會計做

帳。12/31前信徒獻金仍為今年度奉獻，

可領奉獻證明以便稅捐扣繳。

八、救主聖誕「平安夜」禮拜
　　〈禮拜五〉晚上7:30於禮拜堂舉行，聘請

留美聖樂博士李建一弟兄籌劃帶領平安

夜聖樂饗宴。

九、福音主日
　　〈下主日〉歡迎信徒邀請親朋好友們參與

禮拜、認識福音。

十、婦女牧區會議
　　〈下主日〉上午10:30於教育館四樓召

開，請小組長、見習小組長準時與會。

一、2022年1月2日上午第一場禮拜，舉行

2022年度事工組受託單位負責人暨小

組新任小組長就任式。

　　受託單位負責人：[聖歌隊]李衍一、

[婦女詩班]林秀英、[讚美團]陳玟彣、

[松年團契]王清泉、[牧人服務中心]

張焜成、[橄欖園]劉鳳連、[牧人社區

關懷據點]林美蘭、[兒童主日學]郭淑娟、

[中學主日學]蔡玉涵。

　　小組新任小組⾧：[葡萄樹]張文章、

[無花果樹]蕭瑞和、[皂莢樹]賴源璋、

[感謝]丁麗美、[基甸]陳麗芬」、[恩慈]

詹小紅、[順服]吳芬娟、[磐石]賴佳伶、

[活水]王又苓、[拿撒勒]溫士逸、[陽

光]陳玟彣。

〈財務組〉
一、為使得2021年帳務順利，請各事工及牧

區負責人注意下列費用報支時間點。

2021年12月費用報支請於12月26日前完成。

〈禮拜組〉
一、本會信徒於2022年度欲舉行各式(結

婚、週年、新居落成等)特別禮拜者，

請向辦公室連絡登記，以便安排在教

會年度預定曆中。



  

    

 

      

   
   
   

一、聖誕週期慶典事工

　　1)、待降節期40天禁食禱告，請小組

長提醒組員禁食禱告。

　　2)、鼓勵組員進行「三步五祝福」屬

靈認領代禱。

〈男士〉
[光　鹽/黃徽哲]12月份庭園打掃。

[葡萄樹/蕭瑞和]謝英明代禱。

〈婦女〉
[恩　慈/鄭明珠]徐陳貌牧師娘。

[讚　美/陳秀慧]柯勉出院。余春蘭(蔡玉涵

的母親)。

[新生命/王翠惠]李貴桃開刀。

[和　平/潘貴美]陳屘(三總)代禱。

〈社青〉
[磐　石/賴佳伶]林意芳的父親林春和12/14

安息願主安慰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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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值月:張乃昌長老0921965223；李仲頤執事0922041872

陳明正 劉鳳連 鄭彩雲
張嬌珍

田秀娟 

男士牧區 光鹽小組

蕭彩謹 郭淑美

謝鎮聰、劉俊義

 (12/26)

   

 

   

   

 

張乃昌       讚美團
張焜城(5樓) 王秀鳳(5樓)
黃徽哲(1樓) 鄭偉銘(1樓)
李秀芬 李豐榮 張永妹
何桂卿 王文杰 李秋慧
陳淑瓊 廖月女 王淑妙
葉　雷
陳志中 劉鳳連 黃美惠
丁麗美
林玟妗老師
李文翰 劉俊義
李源灝 李泰昌 李晨翰

蔡玉涵 許聆爾
張經宜 羅湘穎 吳崇仁

賴青芝 但以理小組
石金枝 郭淑美 尤麗亞

林珈亘 傅翰妮
李晨翰 李仲頤

特別邀請:

留美博士 :李建一老師
帶領團隊演出

歡 迎 邀 請 新 朋 友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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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以上男士)

 橄欖樹(教育館4樓)
 石榴樹(教育館4樓) 蘋果樹(教育館2樓)

7:30香柏樹(5樓梯廳) 光鹽(教育館4樓)
8:00棕櫚樹(牧師館3樓)葡萄樹(南夾層)   

(40歲以上婦女)  

 喜  樂(橄欖園) 

 信望愛(教育館五樓梯廳) 7:30
 恩  典(翁黃雅玲家)     7:30
 和  平(南夾層)         8:00

 感   謝(橄欖園)       上午9:30
 基   甸(張嬌珍長老家) 下午2:00
 彩   虹(良善家)       晚上6:00

 讚  美(橄欖園)   上午9:00
 新生命(王翠惠家) 晚上8:00

 溫　柔(教育館3樓)

 仁  愛(良善家) 
 恩  慈(教育館5樓梯廳)

(40歲以下社會青年)

 約書亞(南夾層) 愛加倍(教育館4樓)

 磐  石(南夾層)  活  水(教育館2樓)

 迦  南(溫柔家)   基訓(良善家)
 恩  惠(南夾層)   伯特利(地下室)

 多  果(教育館2樓 )

(國中以上在學青年)

 腓立比(溫柔家)      陽  光(地下室)
 耶利米(教育館3樓)   豐  盛(良善家)   
 拿撒勒(教育館2樓)但以理(教育館5樓)  

證道　 黃旭正牧師

主題　 信靠上帝，越走越有力量

經文　 詩篇84:1-12

禮拜日上午9：00台語
禮拜日上午10:30華語
  

每月第一主日上午6:00
禮拜四晚上7:30(耶路撒冷守望代禱)
禮拜五中午12:00(禁食禱告)
禮拜五晚上8:00(全教會)

禮拜三晚上7:30婦女詩班(禮拜堂)
禮拜六下午1:00讚美團  (禮拜堂)
禮拜六晚上7:30聖歌隊(教育館五樓)
  

禮拜日上午9:00兒童主日學(教育館3樓)

禮拜日上午9:00國中主日學(良善家)

禮拜日中午12:30高中主日學(教育館4樓)

牧人據點 禮拜二上午9:00(教育館5樓)
  

每月第二禮拜日上午10:40(教育館5樓)



邀請弟兄姊妹

一同參與平安夜禮拜

上帝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

使我們藉著祂得生，

上帝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本週關懷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