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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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史青長老      證道: 謝敏川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Octobe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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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咱所分享的信仰，感謝上帝， 

 眾: 通過耶穌基督有堅定的向望。  

平安禮(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8 「攑目觀看穹蒼無窮」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Anthem) 「Come, Follow Me」        聖歌隊 
  by Elly and Steve Kupferschmid   
    

“Come, follow me,” said the Lord. 
“Be at peace within my care. 
Be as a child. Show me your need. 
Take my hand and I will lead.” 
 
“Come, follow me,” said the Lord. 
“Leave your worldly cares behind. 
Free as a bird, soaring above, 
filled with my forgiving love. 
And share the love you feel this day 
with all whose hurt you find. 
If all do so, then love will flow through all mankind.” (x2) 
 
“Come, follow me,” said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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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無棄嫌阮是至微細
的(ê)，要(be)將祢的律法刻佇阮的心；總是阮假做呣識(m̄-bat)
祢。祢攑起耶穌基督佇阮中間，向望阮欣慕祂；阮卻拒絕祂的
榮光。施恩的主，懇求祢赦免阮!幫助阮歡喜來行祢的道路，信
靠祢救贖的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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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 45:1-7 (舊約: 藍 p798; 紅 p918; 棕 p918) 

 馬太 22:15-22 (新約: 藍 p27; 紅 p39; 棕 p3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Sermon)    「上帝的像或該撒?」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543 「我愛學主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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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我的性命獻互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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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恭喜慶賢長老及文秀執事於 10/18(三)榮升為祖父母。長孫女

Elanor與父母 (Danny & Grace) 均安，他們要謝謝兄姊們長期的關
懷與代禱! 請為新生兒及家人祝福! 

 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改建的過程；教牧長
執同工身心靈；加州火災區；颶風災區；墨西哥地震災區；
新欽長老及家人；守邦兄的遺族；文川長老娘的遺族；教會
兄姊們的新生兒孫；待產的姊妹們；教會長輩的健康；俊彥
兄與尚芬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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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六(10/28)是教會秋季大掃除日，有許多地方需要重整
及打掃，早上 9:00 開始，請兄姊們一起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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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候選人名單如下，請預留時間
出席參加! 
長老候選人:  1) 張文傑(三年任) 2) 許毓升(兩年任) 

3) 魏淑玲(三年任) 4) Darren Ochs(三年任) 
執事候選人: 1) 洪潔君(三年任) 2) 邱瀚賢(三年任)  

 3) 李淑真 (三年任) 4) 劉麗玲(三年任) 
 5) 徐光武(一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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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林詠偉兄主講，題目是“同理心-3:讓
我們一起用心聽”，請踴躍參加! 

3. 為了兄姊們的方便，藥劑師 Tina姐將於今天下午 2:20-4:20pm
在樓下 Room E提供流感疫苗預防注射 (flu shot)，詳細費用請
看公佈欄! 

4. 兒童主日學要開台灣名謠兒歌班，將在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禮拜天下午 2:45-3:45pm 上課。 請有意教學的兄姊向史青
姐報名。謝謝！ 

5. 婦女團契將於 11/4(六)舉辦烹飪課，12:30pm 開始，在 Orchard 
House,  歡迎姊妹們都來參加! 

6.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研讀本聖經研習會將於 11/11(六)在新城
歸正教會舉行。詳情及報名請看公佈欄! 歡迎踴躍參加! 

7. 11/5(日)是今年日光節約時間結束的日子，請記得在 11/4(六)
晚上睡覺前，將時鐘往回撥一小時 (夜間多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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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10/22/17-10/28/17)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10/22/2017) 

下    週 
(10/29/2017) 

招      待 李昭瑩     陳美玲 李昭瑩     陳慧芬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許史青 林継義 

來      賓 吳建勳 吳建勳 

錄  影 /  影  音 洪雲漢  /  許毓升 洪雲漢  /  陳叔承 

司      獻 
洪潔君 

劉麗玲      吳建勳 
洪潔君 

劉麗玲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黃再蘭      林珍珠 黃再蘭      林珍珠 

育       嬰 阮怡青      鄭文錦 李淑真     Nua Tsai 

茶       點 陳叔承 林宜帖 

整       理 鍾崇仁       劉斌碩 林繼義      賴文義 

值 日 長 執  何德淵       洪潔君 王雅雅      洪潔君 

社區消息: 
1. TAANJ舉辦賞楓郊遊，10/28(六)前往Minnewaska State Park，詳
請與報名請上網，必須以報名費保留巴士座位。有問題請
洽麗玲姊，謝謝!   https://goo.gl/forms/ESlwppXSVeaIvZS63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0/22 
申命記  
34:1-12 

關於盼望和應許，你從這段經文中學到什
麼？ 

10/23 
帖撒羅尼加前
書 2:1-8 你分享個人信仰的動機是什麼？ 

10/24 馬太 22:34-46 耶穌如何幫助你重新掌握神對你的人生與
群體原有的呼召？ 

10/25 
詩篇 107:1-7, 
33-37 上帝為你把什麼乾地變為水泉? 

10/26 彌迦 3:5-12 上帝因什麼事或行為而生氣? 

10/27 詩篇 43 你以什麼方式信靠上帝? 

10/28 自選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愛人如己? 

https://goo.gl/forms/ESlwppXSVeaIvZS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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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0/25   何德淵教授  “Precision Medicine, 精準醫療 的發展” 
 11/01   劉兆民博士   “Renaissance artists and their patrons” 

 

出席與奉獻 (10/15/2017) 

10/15 禮拜出席人數 台語部奉獻 SKY 奉獻 感恩奉獻 

 台語 84 人, SKY 10 人 $4,497.00 $925.00 $200.00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0/22/17) 
主  理 

(10/29/17) 
地    點 

(1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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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建信 白建信 Sanctuary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15pm 

謝敏川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林詠偉 顏玉如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林詠偉 顏玉如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10/24) 
瑪拉基  
1:1 - 4:5 
吳曼麗 

(10/31) 
提摩太前書 

1:1-20 
李淑真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0/27) 

8pm-10pm 
 

Edison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蘇英世 

經文 
使徒行傳
17:1-34 
使徒行傳  
17:1-18:22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