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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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傑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Novembe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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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上帝，咱是上帝的子民， 
 眾: 咱是上帝草場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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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eltic Thanksgiving」       聖歌隊 
  Music by J.M. Martin 
  Words by J.P. Williams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 will give praise to the God of creation.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 will give praise, sing unto the Rock of salvation. 
 
Thank You, Lord! Yours is the power and glory. 
Thank You, Lord! Yours is the honor and praise!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The birds their carols raise. 
The morning light, the lily white, declare their Maker's praise.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He shines in all that's fair. 
In the rustling grass, I hear Him pass, He speaks to me everywhere.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 will give praise to the Hope of the nations.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 will give thanks with a song of glad adoration. 
 
Thank You, Lord! Yours is the power and glory. 
Thank You, Lord! Yours is the honor and praise! 
Thank You, Lord! Yours is the power and glory. 
Thank You, Lord! Yours is the honor and praise!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 will give thanks! I will give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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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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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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上帝!阮講欲跟對祢，但是阮真緊(kín)就倒轉去過去(kòe-
khì)的路，實在不配(put-phòe) tiàm 佇(tī)祢的國度。祢的聖靈
要佇阮的生命結好的果子；但是阮真緊就閣放縱(hòng-chhiòng)
世俗肉體的慾望、貪心，找求自我的滿足。至聖的上帝，請赦
免阮!當阮違背祢、離開祢的道路的時，求祢賜阮聖靈來引導，
互阮跟隨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做真正的門徒，結好閣永遠
的果子，來互祢歡喜，榮耀祢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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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 34:11-16, 20-24  

  (舊約: 藍 p955; 紅 p1084; 棕 p1084)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Sermon)    「上帝，咱的牧者」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41 「請來，請來，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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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佇一個羊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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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改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
工的智慧及身心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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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雲長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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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11/19)本會舉行轉籍禮，接受陳虹伶姊妹為會友! 

2. 教會徵聘聖歌隊指揮一名，意者請洽黃景彬牧師。 

3. 12/2(六)10am 召開同工會，請所有新舊同工一併準時出

席，以便各部門事工順利交接，謝謝! 

4. 教會訂於 12/9(日)搬出Orchard House，需要許多位兄姊們的幫

忙；幫忙者請於當天早上 9:00 在Orchard House 集合， 謝謝! 

5. 教會的空間十分有限，請兄姊們不要再把任何未曾事先徵求教

會同意的捐贈物品(包括玩具、書籍)帶來教會，以免造成教會

的負擔，此外捐贈之物會被丟棄! 若有疑問，請洽 Darren 長

老，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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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3. 請各團契與各區長在 11/30(四)以前把 2018 新任會長、幹

部及區長的名單通知教會辦公室，謝謝! 

4. 年終將近，請各部門趕緊提出請款，以便結算。此外，如

果您有特別奉獻，也煩請在 12 月底前交給教會。 

5. 請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契會長在 12/30/2016 (六) 以前將

2017 年度報告和 2018 年度計畫 e-mail 到教會辦公室

(tafpc@tafpc.org) 。若需要幫忙翻譯，則請務必在

12/23/2016(六) 以前寄達，越早越好，謝謝合作!! 

 
生活充實俱樂部：  

   11/29  蔡榮聰醫師 “War against Cancer- Colon Cancer” 
   12/06  蔡啟東醫師 “Trans-Siberian- Mongolian Railroa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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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11/26/2017) 

下    週 
(12/03/2017) 

招      待 黃綺涵     莊凱雲  陳美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黃晉文      黃綺涵 

來      賓 許毓升 張文旭 

錄  影 /  影  音 陳毓盛  /  邱瀚賢 林繼義  /  賴基生 

司      獻 
蘇添貴 

李昭瑩      林秀芬 
蘇添貴 

許毓升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孫淑真 孫淑真      羅浚哲 

育       嬰 阮怡青      劉麗玲 黃再蘭      李淑真 

茶       點 
廖婉妤  

羅浚哲      蔡賢奕 
翁玉屏 

整       理 蘇添貴      梁璋琦 SKY   邱瀚賢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蘇添貴 魏淑玲    許毓升 

出席與奉獻 (11/19/2017) 

11/19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感恩奉獻 

 120 $5,949.00;  $1,400.00 

每日讀經 (11/26/17-12/02/17)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1/26 
以西結 
 34:11-16, 20-24 這段經文對於你與上帝的關係有什麼教導？ 

11/27 
詩篇 
 80:1-7, 16-18 上帝如何向我們發出祂的臉光？ 

11/28 林前 1:3-9 上帝的恩典如何預備你面對末日？ 

11/29 馬可 13:24-37 作為一切受造的管家，我們如何保持警醒？ 

11/30 希伯來 9:24-28 “基督為我的罪死”對你有什麼意義？ 

12/01 馬可 1:1-8 關於修直上帝的道路，你可以從約翰那裡
學到什麼?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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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17) 

主  理 
(11/26/17) 

主  理 
(12/03/17) 

地    點 
(1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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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又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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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全教會 

主日學 NA 

日 TKC 2:45pm- 
4:00pm 查經 全教會 

主日學 
Basement 
Room G 

日 Hand 
Bell 

2:45pm- 
4: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1/28) 
提前 3 
廖愛信 

(12/05) 
提前 4 
楊純貞 

Orchard  
House 

五 
分區 
查經 

(12/01) 

8pm-10pm 
 

Bridgewater  
 
 

主理 
 

林茂清 

經文 
使徒行傳
25:1-26:32 

 

招待家庭 
茂清與玉屏家  
908-638-5346 

六 
分區 
查經 

(12/02) 

8pm-10pm 
 

Coast 
 

主理 
 

張哲祥 

經文 
使徒行傳

19:17-20:38 
 

招待家庭 
主中與美珍家  
732-972-7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