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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Service Order of TAFPC Sunday Worship  

司會: 陳蓓蓉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00 pm                                                                          January  15, 2017 
﹌﹌﹌﹌﹌﹋﹌﹋﹌﹋﹌﹌﹋﹌﹌﹌﹌﹌﹋﹌﹌﹌﹌﹌﹌﹌﹌﹌﹌﹌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向主唱一首新歌; 

  眾:   全地向耶和華唱歌。 
司：看阿，上帝的羊羔！ 

 眾: 耶穌叫咱：來看。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 272 「阮愛上帝聖殿」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Christ, We Do All Adore Thee」       聖歌隊 
words & music by T. Baker & T. Dubois 

arr. by W. D. Young 

Christ, we do all adore Thee, and we do praise Thee forever. (2x) 
For on the holy cross Thou hast the world from sin, 
 from sin redeemed.  
 
Christ, we do all adore Thee, and we do praise, and we do praise, 
and we do praise Thee forever. 
 
Fairest Lord Jesus; Ruler of all nature,  
O Thou of God and man the Son.  
Thee will I cherish; Thee will I honor,  
Thou my soul's glory, joy and crown.  
Glory and honor, praise, adoration,  
now and forevermore be Thine! 
 
Christ, we do all adore Thee, and we do praise Thee forever. (2x) 
For on the holy cross Thou hast the world from sin, 
from sin redeemed. Christ, we do all adore Thee, 
and we do praise Thee forevermore. 
We adore Thee.  

認罪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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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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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救贖阮的主上帝，阮承認阮沒尋求祢的面。阮在世間追求利益
與快樂，但是袮所賜阮的是更大(khah-tōa)的榮耀。阮用家己的
方式，努力來保持阮的生命；但是祢呼召阮放捒家己的生命來
隨祢。恩典的上帝，懇求祢赦免阮、釋放阮! 幫助阮無閣再受
罪的束縛(sok-pa̍k)，只有對祢來重頭生，在自由中來敬拜、事
奉祢。祈禱奉主耶穌的聖名求，阿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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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詮釋主道 (Interpreting the Word)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約翰 1:29-42 (新約: 藍, p104; 紅, p146; 棕, p14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你們來就會看見」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438 「阮犁田撒好種籽」      
認信獻身 (Affirming our Faith and Dedication)                   
奉獻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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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分享 (Caring and Sharing) 
代禱 (Prayer of Intercession)     「主禱文」(見週報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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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與介紹 (Announcements)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541 「將疼傳出去」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 643 (E. hymnal #586) 

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出席與奉獻  (1/08/2017) : 

聯合禮拜 出   席     116 人 奉   獻     $2,666.00 

特別奉獻     鮮   花         $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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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請留意! 本會將於 2017 年 2 月底遷移到 Hillsborough. 從 3

月第一主日起，將開始在 Hillsborough 長老教會(HPC)的禮
拜堂做禮拜，主日聚會時間目前沒有變更。HPC 的地址是
770 US-206, Hillsborough Township, NJ 08844. 

2. 教會已開始清點財物預備遷移，希望能盡快進行下一步的
工作。以下是小會所指派負責人名單，若能夠幫忙或有任
何相關問題與意見，請和各部門負責人聯繫，謝謝! 
廚房: 黃晉文；聖歌隊: 陳美雲；台語禮拜: 王雅雅 
手鐘: 陳玫麗；圖書館: 陳蓓蓉；SKY: Christine Su 
教會辦公室: 楊英才, 陳叔承, 張文傑 
Hilok/TKC/兒童主日學: 許史青；儲藏室/運動: Darren Ochs 

3. 1/28(六)教會將有喬遷之前的 dumpster day，請大家預留時
間，一起來整理我們多年來敬拜上帝、蒙福的場所，謝謝! 

消息報告 : 
1. 歡迎兄姐們來聚會，禮拜後，請一同上樓享用茶點並交誼! 
2. 成人主日學時間今後改為 2:30pm 開始。黃景彬牧師今天

主持"教會喬遷座談"。下週翁玉屏姐將分享"日本旅遊:自由
行"。 

3. SKY 打算編輯一份附有照片的教會名冊，讓會友們可以把
它存在自己的電腦裡(沒有印刷本)。名冊裡將有正式的個
人及全家的照片，並有生動的教會生活照。為配合他們的
作業，請兄姐們於以下的日期(1/8, 1/22, 1/29)在茶點時間
到二樓 Choir Room 拍個人照及全家合照。謝謝合作! 

4. 浪人留宿(Homeless shelter)仍需志願幫忙者，時間是 1/15-
1/21，有意服事者請到圖書館旁的 PCNB 公佈欄登記。 

5. Princeton 神學院將於 1/21/2017(六 )舉辦免費 "Leadership 
training Day". 午餐自備或訂購 hot buffet ($14)，歡迎踴躍報
名參加。詳情及報名請看公佈欄。 

6. 1/29(日)教會慶祝農曆新年，禮拜後有 Potluck 聚餐! 一家
一菜 (約 9x12 吋盤)，歡迎大家邀請親友一起來過新年! 

7. "Elijah's Promise Soup Kitchen" 徵求每月第一週六(11am-
2pm)義工，願意服事的兄姐請與蓓蓉長老或 Darren Ochs 長
老聯繫。 

主內交通與代禱 : 
1. 請為本會整建教堂和遷移迫切禱告，求主來帶領。也為本

會教牧長執同工代禱，求主加添智慧及恩典! 
2. 請繼續為光國兄迫切代禱! 請暫勿探訪及電話問候，謝謝! 
3. 感謝上帝! 謝敏川牧師膽管內的結石已完全清除! 
4. 請持續為俊彥兄代禱，求主醫治，早日復原! 
5. SKY 冬令靈修會本週末在 Johnsonburg 舉行, 請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