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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楊英才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姊妹 
 12:15 pm                                                                                July 09, 2017 
﹌﹌﹌﹌﹌﹋﹌﹋﹌﹋﹌﹌﹋﹌﹌﹌﹌﹌﹋﹌﹌﹌﹌﹌﹌﹌﹌﹌﹌﹌﹌﹌﹌﹌﹌﹌﹌ 

序樂(Prelude)        
宣召(Call to Worship) 

司: 著稱謝耶和華，因為上帝是好。  
 眾: 上帝堅定的疼續到永遠。 
司: 啥人(siáⁿ-lâng)會通救咱脫離死亡的道路？ 
 眾: 是咱的主耶穌基督，感謝上帝！  

平安禮(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 「聖哉、聖哉、聖哉」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Anthem)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Ms. Vicki Elkins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In lowly paths of service free 
Tell me Thy secret, help me hear 
The strain of toil, the fret of care 
 
Help me the slow of heart to move 
By some clear, winning word of love 
Teach me the wayward feet to stay,  
and guide them in the homeward way 
 
Teach me Thy patience, still with Thee 
In closer, dearer company 
In work that keeps faith sweet and strong 
In trust that triumphs over wrong 
 
In hope that sends a shining ray 
Far down the future's broadening way 
In peace that only Thou canst give 
With Thee, O Master, let me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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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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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齊聲讀祈禱文)  

至聖、三位一體的主上帝，阮承認阮的所行所做，無榮光祢的
名，求祢聽阮誠心的認罪。阮無備辦心來接受祢所賜阮的真
理。閣互荊棘(chhì-phè)及雜草來生長佇祢撒福音種籽的田地
(chhân-tē)中。求祢赦免阮，互阮通過主耶穌寶血的救贖來重頭
生。也求祢幫助阮所行會合佇祢的旨意，通結出好的果子來榮
光祢的聖尊名，祈禱奉主耶穌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赦罪的確信(Assur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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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 11:16-19 25-30  
   (新約: 藍, p13; 紅, p18; 棕, p18)   
證道(Sermon)    「門徒典章 (2)」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10 「謳咾、榮光、尊貴以及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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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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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and Introduction)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 254 「基督做咱堅固地基」   
祝禱*(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 (阿們，阿們，阿們)  
殿樂(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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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暑期聯合靈修會；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改建

的過程；文川長老娘的遺族；泰明兄；俊彥兄與尚芬姐；教會

長輩的健康；SKY 事工；青少年與兒童事工；社青事工；家庭

團契事工；兄弟姊妹工作上的壓力；退休的兄姊們生活上的改

變與適應。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暑期時間其他主日活動暫停，禮拜

後請自由活動! 

2. 校園事工徵求志願者幫忙新生接機招待(只限 NJ)。若是可

以幫忙，請向教會辦公室(Shu)登記你能幫忙的時段(週

末、週間、白天或晚間及暫住等等)，謝謝! 

3. 教會徵求樂意在特別主日獻花者，意者請到公佈欄登記。

獻花者請在禮拜前十五分鐘把盤花/盆花帶到教堂擺上，

並在禮拜後把花帶回家。謝謝! 

4. 黃牧師娘，冠芬姐，將於 7/15(六)在教會的 Sanctuary 開聲

樂訓練(vocal training)課程。10AM 開始，歡迎參加! 

5. 神學生楊伯威兄將於 7/15(六)下午 1PM 在教會專題演講，

主題是”文藝復興的基督教藝術有何突破?”，請預留時間

參加! 

6. 7/21-7/23(五 -日 )是暑期聯合靈修會，地點在 DeSales 

University, 2755 Station Avenue, Center Valley, PA 18054. 請

為講員及參加的兄姊們代禱，求上帝更新我們。 

7. 7/23(日)在教會沒有主日禮拜。歡迎無法參加全程靈修會

的兄姐，到 DeSales University 參加主日崇拜(10:00AM)。  

8. 新澤西台灣歸正教會(FairLawn)訂於 7/29(六)11AM 舉行賴

忠智牧師退休感恩禮拜及午餐，邀請本會會友蒞臨參加，

意者請於 7/23(日)前向教會辦公室(Shu)報名，以便將總人

數回覆地主教會。謝謝! 

9. 每 3 年一次的長老教會東北區婦女大會 , 8/18-8/19 在

Albany, NY, 舉行，報名表在公佈欄。有問題請與 Sonya 長

老或淑真姊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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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 7/12 蔡丁貴教授 “台灣政論 Q&A” 
2. 7/19 王泰澤教授 “癌症四期也能痊癒:我退休生活的新經驗” 

每日讀經 (7/09/17-7/15/17)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7/09 馬太  
13:1-9, 18-23 

什麼/哪裡是你社區裡的好土？ 

7/10 
創世記  
24:34-48,  
42-49, 58-67 

這段經文如何挑戰你對談戀愛和婚姻的看
法？ 

7/11 羅馬書 8:1-11 神的靈住在你身上有什麼意義？ 

7/12 詩篇 145:8-15 這段經文提到你與地球的關係是什麼？ 

7/13 詩篇 65:9-14 這段經文如何挑戰你對上帝的看法？ 

7/14 以賽亞  
55:10-13 

上帝的話如何復甦你如同雨雪滋潤大地？ 

7/15 自選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愛人如己? 

上週出席與奉獻 (7/02/2017) 

7/02/17 聯合禮拜 特別奉獻 

出   席 83 人 暑期聯合靈修會 感恩 

奉   獻 $5,029.00 $500.00 $400.00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7/09/2017) 

下    週 
(7/16/2017) 

招      待  許史青       洪潔君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魏淑玲 

來      賓 吳建勳 吳建勳 

錄  影 /  影  音 林詠偉  /  許毓升 徐光武  /  許毓升 

司      獻 洪潔君    
陳叔承      黃文秀 

洪潔君    
陳叔承      黃文秀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孫淑真 吳秀仁      孫淑真 

育       嬰 洪潔君      鄧梅英 李淑文      吳曼麗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Jack Tsai 魏淑玲    Jack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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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7/09/17) 

主  理 
(7/16/17) 

地    點 

日 
主 日 
禮 拜 

12:15pm- 
1: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TKC 
2:00pm- 
5:00pm 禱告會 自由活動 Orch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