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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共同聖餐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World Communion Worship Service 
Presiders 司會: Rev. Dawn Adamy & Rev. Jim Huang 

Message 信息: Rev. Jim Huang (黃景彬牧師)      
Pianist 司琴:  Mr. Jie Yi 

 11:30 am                                                                        October 01, 2017 
﹌﹌﹌﹌﹌﹋﹌﹋﹌﹋﹌﹌﹋﹌﹌﹌﹌﹌﹋﹌﹌﹌﹌﹌﹌﹌﹌﹌﹌﹌﹌﹌﹌﹌﹌﹌﹌﹌﹌﹌﹌﹌ 

聚集讚美(Gathering Songs) SKY Praise Team 

“How deep the Father’s love for us” 
 

How deep the Father’s love for us, 
How vast beyond all measure, 

That He should give His only Son 
To make a wretch His treasure. 

How great the pain of searing loss - 
The Father turns His face away, 

As wounds which mar the Chosen One 
Bring many sons to glory. 

 
Behold the man upon a cross, 

My sin upon His shoulders; 
Ashamed, I hear my mocking voice 

Call out among the scoffers. 
It was my sin that held Him there 

Until it was accomplished; 
His dying breath has brought me life - 

I know that it is finished. 
 

I will not boast in anything, 
No gifts, no power, no wisdom; 
But I will boast in Jesus Christ,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hy should I gain from His reward?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But this I know with all my heart -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Oceans (Where Feet May Fail)” 

 
1. You call me out upon the waters 

The great unknown where feet may fail 
And there I find You in the mystery 

In oceans deep my faith will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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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 ) And I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And keep my eyes above the waves 

When oceans rise 
My soul will rest in Your embrace 
For I am Yours and You are mine 

 
2. Your grace abounds in deepest waters 

Your sovereign hand will be my guide 
Where feet may fail and fear surrounds me 
You’ve never failed and You won’t start now 

 
 (Bridge) Spirit lead me where my trust is without borders 

Let me walk upon the waters 
Wherever You would call me 

Take me deeper than my feet could ever wander 
And my faith will be made stronger 

In the presence of my Saviour 
 

 (Last Chorus) And I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And keep my eyes above the waves 

When oceans rise  
My soul will rest in Your embrace 
For I am Yours and You are mine 

 
祈禱 (Opening Prayer) 

阿爸父上帝，通過祢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祢跟(kā)阮講，路
尾者(ê)要(bē)做代先，代先者(ê)要(bē)做路尾。 

阮來到祢的面前，阮知，祢通過一個無能力的十字架，來贏
過罪惡。阮懇求，祢的教會也會當(ē-tàng)合一。求祢教示阮要謙
卑，明白這個合一是聖靈的恩賜。通過這個恩典，互阮的靈得到
改造，通親像主耶穌一樣。阿們! 

兒童時間(Time with Children)  Rev. Dawn Adamy    

讚美詩(Anthem) 「Bless This House」  聯合聖歌隊 
  Arr. by J. Martin 
    

Bless this house, O Lord, we pray. 
Make it safe by night and day. 

Bless these walls, so firm and stout. 
Keeping want and trouble out. 

 
Bless the roof and chimneys tall. 

Let Thy peace lie overall. 
Bless this door that it may prove, 

 Ever open to joy an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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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 these windows shining bright. 
Letting in God's Heavenly light. 

Bless the hearth, a blazing there, 
With smoke ascending like a prayer! 

 
Bless the folk who dwell within. 

Keep them pure and free from sin. 
Bless us all that we may be fit,  

O Lord, to dwell with Thee. 
Bless us all that one day we may dwell,  

O Lord, with Thee! Amen! 

讀經(Scripture Reading)   腓立比 2:1-8 

   (新約: 藍, 226; 紅, p304; 棕, p304)  
信息(Message)     黃景彬牧師    
唱詩*(Hymn*)    
 Glory to God Hymnal #340  “This Is My Song” 
 新聖詩 #614  「我心恬靜」 
禱告(Prayers of the People)  Rev. Dawn Adamy 

奉獻(Offertory) 「從心合一」 TKC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Chorus)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Bridge)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 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讚美詩* (Doxology*)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敬拜上帝父子聖神 
 謳咾三位一體上帝，尊名流傳直到萬世   阿們 

聖餐慶典(Celebration of Communion) 
司: 喔! 著(tio̍h)試看上主是好 
眾: 上帝的疼續到永遠 
司: 阮謳咾祢，永活的上帝，通過祢的誡命使阮的生命成聖，
吩咐阮點著(tiám-to̍h)節日的燈火。 

 
司: 耶和華阮的上帝啊，感謝祢! 因為祢互阮生命，閣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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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互阮會當(ē-tàng)慶祝祢的恩典。  
司: 恩典真活的上帝，阮謳咾祢! 祢賞賜米糧互阮吃。 
眾: 人的手作的工及(kap)地上的果子。 
司: 阮謳咾祢，恩慈閣慷慨的上帝!祢帶來果子互阮分享。 

眾: 人的手作的工及(kap)藤(tîn)結的果子。 
司: 喔! 著(tio̍h)試看上主是好 
眾: 上帝的疼續到永遠 

 
司: 耶穌講，“我是活命的餅。就近我的人，決斷 bōe 餓(iau) ” 
眾: 阮謳咾上主的名 
司:  耶穌講，“我是真的葡萄樹。” “信我的人，永遠bōe 口渴(chhùi-ta)” 
眾: 阮謳咾上主的名 

 
司: 願那位賜咱食物(chia̍h-mih̍)者(ê)得著(tit-tio̍h)謳咾，對(tùi)
此時(chit-sî)到永遠。 

眾: 讚美歸佇(tī)咱的上帝，咱已經分享祂的豐盛閣倚靠祂的恩
典來活。 

司: 咱通互相，閣及(kap)所有的活物，攏和平徛起 (khiā-khí )。 
眾: 對此時到永遠! 阿們! 

 
主禱文 (The Lord’s Prayer) 先用各種語言(英、台、中、韓、西) 

         再一起用自己的語言禱告 

唱詩*(Closing Song*)    
 Glory to God Hymnal #748  “Go With Us, Lord” 
 新聖詩 #417 (第 3 節) 「閣過一日時刻平安」(v3) 

祝禱*(Benediction*)  

殿樂(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主內交通與代禱 : 
1. 恭喜龍湖兄與雅美姊於9/19(二)添長孫,  Jameson. 母子均安，
請與他們同歡，並祝福新生兒! 

2. 新欽兄的父親，名畫家沈哲哉先生，於 9/27(三)清晨 6點在日本

安息主懷，請在禱告中紀念遺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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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災區；墨西哥地震災區；守邦兄
的遺族；文川長老娘的遺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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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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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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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9(日)是追思過往親友的主日崇拜，當天下午召開會員

大會，改選部分長執，請預留時間參加!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禮拜後，有 Potluck 請一同享用! 
2. 長執提名委員會邀請兄姊們提名新長執，提名者請洽以下
任何一位委員:雅雅姐(主席)，文旭兄，Christine 姐，英世
兄，再蘭姐，基生兄。(現任長執名單，請看公佈欄) 

3. 今天成人主日學暫停，Potluck餐後，Mike Wu將在樓下有簡

短分享，請留步參加! 
4. 10/07(六)爲家庭團契舉辦的賞楓日，地點在High Point State Park. 

10am 在 Beach Parking 集合，10:30am 前開始健行。請自備午
餐、飲水及帽子。儘可能 CarPool, 需要幫忙者，請洽文義兄。
不登高健行者，可停車在Monument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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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六) 教會有神學講座，講員是 D Paul LaMontagne 牧師，

主題是 “The Doctrine of Revelation”, 請預留時間參加。 
7. 為了兄姊們的方便，藥劑師 Tina 姐將繼續於 10/22(日)在
教會提供流感疫苗預防注射 (flu shot)，2:20-4:20pm, 在樓
下 Room E, 詳細費用請看公佈欄! 

生活充實俱樂部：  
 10/04   Video “日本的另一面: 山形 晚秋的鄉下！” 
 10/11   Daniel Mojica  “Opera 101 and opera arias rehearsal” 

社區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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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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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ap-us.org/ev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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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10/01/2017) 

下    週 
(10/08/2017) 

招      待  李昭瑩     陳慧芬 李昭瑩     陳慧芬 

音  樂 / 司   琴 Jie Yi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Dawn Adamy / Jim Huang       許史青 

來      賓 李梓義 梁璋琦 

錄  影 /  影  音 徐光武  /  許毓升 孫永恩  /  許毓升 

司      獻 洪潔君 
劉麗玲      李昭瑩 

洪潔君 
劉麗玲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黃再蘭      林珍珠 黃再蘭      林珍珠 

育       嬰 黃再蘭      李淑真 洪潔君      鄧梅英 

茶       點 Potluck 黃再蘭       

整       理 SKY            陳毓盛 黃民安      李梓義 

值 日 長 執  黃晉文      洪潔君 黃晉文      洪潔君 

 

出席與奉獻 (9/24/2017) 

 

每日讀經 (10/01/17-10/07/17) : 

9/24/17 禮拜出席人數 台語部奉獻 SKY 奉獻 感恩奉獻 

 台語 93,  SKY 19 $4,939.00 $95.00 $500.00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0/1 出埃及記 20:1-
4, 7-9, 12-20 誡命與好社區之間有什麼關係？ 

10/2 腓立比 
 3:4b-14 你如何與這經文中不同形象的上帝連結？ 

10/3 馬太 21:33-46 上帝期待我們結出什麼神國的果子？ 

10/4 詩篇  
106:1-6, 19-23 

與一位會改變心意的上帝有關係是什
麼意思？ 

10/5 以賽亞 25:1-9 這經文所描述的上帝與你有何關聯？ 

10/6 詩篇 23 這詩篇如何幫助你處理你的懼怕？ 

10/7 自選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愛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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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0/01/17) 

主  理 
(10/01/17) 

主  理 
(10/08/17) 

地    點 
(10/08/17) 

日 主 日 
早禱會  暫停 同心禱告 Basement 

Room E  

日 聖歌隊 
練習 

10:30 am- 
11:15 pm 林又堅 白建信 Sanctuary 

日 主 日 
禮 拜 

11:30pm- 
1:00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暫停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TKC  暫停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2:00pm-
3: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10/03) 
撒迦利亞 
9:1-11:17 
陳玫麗 

(10/10) 
撒迦利亞 
12:1-14:20 
楊純貞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0/06) 

8pm-10pm 
 

Bridgewater 
 
 
 
 

主理 

魏淑玲 

經文 
使徒行傳 

18:23-19:41 
 

招待家庭 
文義與淑玲家  
908-575-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