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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緬懷親友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unday Service of Remembrance  

司會: 林繼義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叩鐘: 陳美雲長老   
 1:15 pm                                                                    October  29, 2017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阮從(tui)深淵求叫祢。 
 眾：佇死的山谷，聽候上帝的話。 
 司： 上主是咱永遠徛起的所在。 
 眾：上主是咱永世代的上帝。  

唱詩* Hymn* 新聖詩 # 222 「上帝做阮代代幫助」(1-3, 6) 
敬呈名單 Offer loved ones' names to God    

  李梓義 梁璋琦    

祈禱 Prayer 詩篇 90 
1 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2 諸個山猶未生出，地及
世界你猶未造成，對永遠到永遠，你是上帝。3 你互人歸土，
講：您世間人著越倒轉。4 因為在你看一千年親像已經過去的
昨日，閣親像暝間的一更。5 你親像用大水給 In 流去；In 親像
睏一醒。早起時，In 親像發生的草，6 早起時發生茂盛，下昏
時收割就枯焦(ko-ta)。10 阮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勇強通
到八十歲；總是其中所誇口的不過是勞苦憂愁，伊緊緊過，阮
就飛去。12 求你教示阮怎樣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著智慧的
心。17 願主---阮的上帝的美妙惦佇阮的頂面。願你堅固阮手所
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願你堅固伊。 

讚美詩 Anthem                  聖歌隊 

                               「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 By:蕭泰然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無欠缺。  
祂使我倒在青翠的草埔; 導我在安靜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精英; 為著祂的名，導我行義的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也不驚災害。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鎚，祢的柺，安慰我。  
在我對敵的面前，祢給我排設筵席;  
祢用油抹我的頭殼;我的杯滿出來。  
恩典與慈悲的確跟我到一世人。  
我要永遠站起在耶和華的厝。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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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點燭禮  Candle Lighting Rite 
 祈禱 (司會) 

上帝啊！願祢的靈施落佇阮身上，使阮反映祢的光輝，照光
佇此世上，親像阮祖先的美德，可(thang) 榮光上帝，利益眾
人。阮恭敬獻上阮祖先的名，願祢接納。 

 
司:上帝啊！阮此時佇祢的殿堂點蠟燭。 
 眾: 追思阮的祖先、懷念疼阮的人。 
司: 親像河水有它的源頭，果子有它的樹頭。    
 眾:阮祖先曾(bat)為 In 的時代打拼，獻自己作活祭，才有

今阿日的阮。 
齊:願阮的祈禱，親像蠟燭的煙沖(chhèng)到祢的面前，阮欲

學習基督的愛，阮欲親像蠟燭的光，照光佇阮的時代，榮
耀祢的聖名。阮恭敬獻上阮祖先的名，願祢接納! 

 
 點燭                                           Linda LaMontagne  

 回應祈禱     
        眾: 願聖靈充滿阮、照光阮，使阮在(chāi)世的日子，有光

照耀來榮光上帝、利益眾人。阮恭敬獻上阮祖先的

名，願祢接納。(叩鐘三響) 

唱詩* 新聖詩 # 613「有時咱經過美麗清淨河墘」  

II. 倒水禮 Water Pouring Rite 

 祈禱 (司會) 

創造宇宙萬物、掌管人類歷史的上帝，一切的活命及(kap)福

祿，攏是祢所賜，阮的祖先、阮所懷念的人也是祢所賜。願

榮耀歸佇祢，直到永遠! 

司:上帝啊！阮此時恭恭敬敬佇祢的殿堂。 

眾: 追思阮所懷念的祖先及(kap)疼阮的親友。  

司: In 親像祢所造的水源，灌沃(ak)佇 In 的時代。 

  眾:當阮飲(lim)水思源的時，阮知，不可(m̄-thang)未記得

(bōe-kì-tit)，祢才(châi)是生命的源(goân)頭，救恩的水

源，願一切的榮光攏歸佇祢。 

敬水           吳玫瑰 
回應祈禱 

眾: 上帝啊！祢是阮生命的泉(chôaⁿ)源，阮倚靠祢、歸屬
祢。願榮耀歸佇祢，直到永遠。(叩鐘三響) 

唱詩* 新聖詩 # 242「我的目睭欲攑高來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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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敬花禮 Flower Offering Rite 

祈禱 (司會) 
有聲啲叫說：凡是有血與肉的人，攏親像野地的花，有盛開

(sēng-khui)的時，也有凋謝(tiau-siā)的時。 

司: 阮的祖先及(kap)親友，曾(bat)親像雨夜花， 

眾: 佇風雨中盛開(sēng-khui)，留落美好的腳跡(khha-jiah)  

齊: 阮也欲相續(sio-sòa)傳給(ho)後代，使(ho)美德(bí-tek)流

芳 (liû-hong)千古(chhian-kó)͘。 

獻花                           余鈴珠   
回應祈禱 

眾: 感謝上帝，賜阮美好的親人，願 In 的美德流芳(liû-hong)

千古(chhian-kó)͘。  (叩鐘三響) 

讚美詩 Anthem                                      聖歌隊 
                       「Amazing Grace (My Chains Are Gone)」 
 Arr. by Joel Raney 

 
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救我脫離罪坑 ； 
前我失迷今得回歸，失明今得看見。 

我看見， 我看見， 
 

這大恩典教我敬畏，驚惶變做安慰；  
這樣恩典實在寶貴，我信就得看見。 

 
我的束縛得到釋放，救主我神救贖我； 
親像水灌落滿滿，無比的愛，奇妙恩典。 

 
上主應允賞賜給我，盼望確信得成；  

保護扶持祂攏無煞(soah)，在我一生永活。 
 

我的束縛得到釋放救主我神救贖我  

親像水灌落滿滿  無比的愛 奇妙恩典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 5:1-12(新約: 藍 p4; 紅 p7; 棕 p7)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人有福氣」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 222「上帝做阮代代幫助」(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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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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Hymn*    新聖詩 # 608「奇妙恩典何等甘甜」  

祝福* Benediction*  

 阿們頌* 新聖詩  # 643 
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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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召開會員大會，改選部分長執，長執候選人名單
如下，請準時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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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26(日)本會將舉行洗禮、轉籍與堅信禮，意者請向黃景
彬牧師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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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因召開會員大會，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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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主日(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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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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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1/12(日)教會將舉行一個禱告和見證的聚會，5-7:30pm。 

SKY 會為我們提供晚餐。請預留時間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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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1/01   劉兆民博士  “Renaissance artists and their patrons” 
 11/08   邱義昌博士   “一位 82 歲平凡的老輩分享他一生生命     

之路和應對癌症的經驗” 

每日讀經 (10/29/17-11/04/17)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10/29/2017) 

下    週 
(11/05/2017) 

招      待 李昭瑩     陳慧芬 林嘉柔    陳重棨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林継義 林詠偉    何德淵 

來      賓 吳建勳 許毓升 

錄  影 /  影  音 洪雲漢  /  陳叔承 陳毓盛  /  邱瀚賢 

司      獻 
洪潔君 

劉麗玲      吳建勳 
蘇添貴 

李昭瑩      林秀芬 

清 點 奉 獻 黃再蘭      林珍珠 吳秀仁      孫淑真 

育       嬰 李淑真     Nua Tsai 黃再蘭       鄭文錦 

茶       點 林宜帖 
蘇楓琇 

林嘉柔     陳重棨 

整       理 林繼義      鍾崇仁 SKY     孫永恩 

值 日 長 執  王雅雅      洪潔君 許史青    蘇添貴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0/29 約書亞 3:7-17 
什麼樣的社群立約能幫助你的社群度過
困難的時期？ 

10/30 
帖撒羅尼加前
書 2:9-13 

你如何過一個對得起上帝的人生？ 

10/31 馬太 23:1-12 你從這段經文學到了什麼有關於領導？ 

11/01 
約書亞 
24:1-3a, 14-25 立約的過程是什麼？ 

11/02 詩篇 78:1-7 什麼是你從上一代所學到，並想傳給下
一代的？ 

11/03 阿摩司 5:18-24 公義如大水滾滾意味著什麼？ 

11/04 自選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愛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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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10/22/2017) 

10/22 禮拜出席人數 台語部奉獻 SKY 奉獻 感恩奉獻 

 台語 93 人, SKY 23 人 $5,736.00 $575.00 $1000.00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0/29/17) 
主  理 

(11/05/17) 
地    點 

(10/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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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又堅 Sanctuary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會員大會 

全教會 
主日學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會員大會 全教會 

主日學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10/31) 
提摩太前書 

1:1-20 
李淑真 

(11/07) 
提摩太前書 

2:1-14 
陳玫麗 

Orchard House 

五 
分區 
查經 

(11/03)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 

主理 

楊英才 
 

余秀美 

經文 
使徒行傳

21:17-23:11 
使徒行傳  
18:1-19:16 

招待家庭 
英才與慧芬家  
908-704-1529
秋蓮與慧卿家  
732-615-0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