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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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 黃晉文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Septembe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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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或(he̍k)是活或是死，攏屬佇主。 
眾: 基督是死人及活人的主。  

平安禮(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560 「施恩上帝，榮光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Anthem) 「Your Love is My Song」  聖歌隊 
  Words and Music by Dale Peterson 
    

I lift my voice to You, O Lord, for You are my God and King! 
I lift my voice to You, O God, for Your love is my song.  
Your love is my song. Your love is the song I sing.  
 
I lift my voice to You, O Lord, endless will be my song.  
I lift my voice to You, O God, for Your love is my song. 
Your love is my song. I’ll praise You my whole life long.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the song You have given me?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my song?   
For Your love is the song I sing.  
 
I lift my voice to You, O Lord, for You are my God and King! 
I lift my voice to You, O God, for Your love is my song.  
Your love is my song. Your love is the song I sing.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the song You have given me?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my song?   
For Your love is the song I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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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上帝，阮承認阮無行佇祢的道路。祢用大全能的手拯救
祢的百姓，互阮無閣做奴僕；但是阮原在(goân-chāi)受驕傲的
控制 (khòng-chè)，對別人的需要及恩賜完全無關心。約瑟及
他所有的兄弟的上帝啊，祢的赦免卡贏過阮中間一切的錯誤。
求祢互阮有勇氣來原諒別人，並且通過阮言語中的善意，分享
阮的資源，以及順服祢要(bē)愛(ài)阮行好的旨意，來與人和
好。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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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50:15-21 

   (舊約: 藍, 57; 紅, p66; 棕, p6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Sermon)    「善惡之中的恩典空間」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614 「我心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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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出日落雨是主所定」 

祝禱*(Benediction*) 
 送別與祝福(Farewell and Blessings)  
殿樂(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出席與奉獻 (9/10/2017) 

9/10/17 禮拜出席人數 台語部奉獻 SKY 奉獻 

 台語 112, SKY21 $6,603.00 $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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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改建的過程；教會兄

姊們的新生兒孫；待產的姊妹們；Paul 牧師的妻子, Linda (母
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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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10/1(日)是世界公同聖餐日，本會將與 HPC 教會聯合禮

拜，當天聚會時間改為 11:30am，聚會後有 potluck，主日
學暫停，請預留時間參加! 

2. 10/28(六)是教會秋季大掃除日，早上 9:00 開始，請兄姊
們預留時間，一起來參與!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禮拜後，請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從今天開始，黃景彬牧師將每月一次，在成人主日學教導

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課，請踴躍參加! 
3. 為了兄姊們的方便，藥劑師慧卿姐願意在教會提供流感疫

苗預防注射 (flu shot)，9/24(日) & 10/22(日)，2-4pm, 在樓
下 Room F, 費用及其他詳情會再公布! 

4. HPC 邀請我們一起參與 Samaritan Homeless Interim 
Program (SHIP)的事工，9/29(五)11:30am-2pm 在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 若是當天不能去，也可事先將食物準備
好放在教會冰箱。詳情請看週報夾頁。謝謝! 

5. 10/14(六) 9:30-12:30，New Brunswick 中會婦女會舉辦秋季
聚會，地點在本教會舉行。請踴躍參加，以幫助中會婦女
會認識我們教會的宣教事工。請向淑玲姐或昭瑩姐報名，
每人$5. 

6. 長老會婦女東北中會舉辦秋季聚會(10/13-10/14)， 地點在

Stony Point, NY， 歡迎參加! 報名表在公佈欄，請儘快報
名，有問題請洽秀芬姐或淑真姐。 

生活充實俱樂部：  
 9/20   王興山醫師 “歐洲非常之旅” 
 9/27   吳耿志先生 “拉鉅戰--自然力:突變，摧化及數學邊

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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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1. 羅格斯・台灣電影院將於 9/23(六) 12:30pm 放映“被遺忘

的時光”。地點在 Busch Student Center, Room 122 ABC. 
2. Princeton Outreach 邀請大家一起到 Princeton 為台灣發

聲，10/14/2017(六 )12-2pm，地點是 Palmer Square (40 
Nassau St., Princeton. 

3. 台美藥劑協會(TAAP)將於 10/21-10/22(六-日)在普林斯頓大
學舉辦專題研討會 (Symposium)。詳情及報名請上網。
http://www.taap-us.org/events.html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9/17/17) 
主  理 

(9/24/17) 
地    點 
(9/17/17)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同心禱告 同心禱告 Basement 

Room E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TBD Sanctuary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15pm 黃景彬 謝敏川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全教會 
主日學 吳瑞成 Basement 

日 TKC 
2:45pm- 
4:00pm 

全教會 
主日學 禱告會 Basement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9/19) 
撒迦利亞 
3:1-5:11 
楊純貞 

(9/26) 
撒迦利亞 
3:1-5:11 
吳曼麗 

Orchard  
House 

五 
分區 
查經 
(9/22) 

8pm-10pm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蘇英世 

經文 
使徒行傳

15, 16 
 

招待家庭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六 
分區 
查經 
(9/23) 

10am-Noon 
 

Princeton 
 

主理 
 
林繼義 

 
 

經文 
使徒行傳
15:1-35 

 

招待家庭 
Church  

Room H/K 
     
 
 
 
 

https://www.facebook.com/RU.TWCinema/
http://www.taap-us.org/ev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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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9/17/17-9/23/17)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9/17/2017) 

下    週 
(9/24/2017) 

招      待  洪建仁     楊靜雅 洪建仁     楊靜雅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黃晉文       魏淑玲       

來      賓 鍾崇仁 鍾崇仁 

錄  影 /  影  音 張文旭  /  賴基生 張文旭  /  賴基生 

司      獻 邱瀚賢  
許毓升      黃文秀 

邱瀚賢  
許毓升      黃文秀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林珍珠 

育       嬰 李淑文      吳曼麗 阮怡青  
鄭文錦(Tina) 

茶       點 王雅雅 李淑文 

整       理 張文傑      梁慶弘 柯啟明      陳彥儒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邱瀚賢 陳蓓蓉      邱瀚賢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9/17 
出埃及記 
14:19-31 

你在哪些方面像這故事裡的埃及軍隊，
又在哪方面像以色列人? 

9/18 馬太 18:21-35 "從心裡寬恕"是什麼意思? 

9/19 
詩篇  
78:1-4, 12-16 

你有什麼好社區的比喻和奧秘可告訴下
一代? 

9/20 
以西結  
18:1-4, 25-32 

我們所認同的"公平"和上帝的"公平"有什
麼區別? 

9/21 詩篇 25:1-8 "接受神的真理引領"是什麼意思? 

9/22 詩篇 102:8-13 你如何與這經文中不同形象的上帝連結? 

9/23 自選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愛人如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