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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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蓓蓉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January 21,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向主唱一首新歌， 
眾: 全地向主歌唱。 

 司: 咱的心神恬靜(tiām-chēng)啲(teh)聽候上帝， 
 眾: 堅定的疼屬佇主。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18 「我心謳咾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Here I Am, Lord” with “Have Thine Own Way, Lord”       
  by M. McDonald 
  聖歌隊 

 
I, the Lord of sea and sky, I have heard my people cry. 
All who dwell in dark and sin, My hand will save. 
I who made the stars of night, I will make the darkness bright. 
Who will bear my light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Here I am, Lord. Is it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Have Thine own way, Lord! Have Thine own way! 
Thou art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after Thy will; 
while I am waiting, waiting Lord, yielded and still. 
Here I am, Lord. It is I, Lord! 
 
Here I am, Lord. It is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where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Here I am, Lord. Here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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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阮的上帝，阮承認阮是破碎(phòa-chhùi)、閣有罪的受創造的
(ê)。祢呼召阮改變阮的人生，但阮呣(m̄)聽祢的警告。祢愛(ài)阮分
享好消息，但阮猶原固執閣恬恬(tiām-tiām)。恩典的上帝，赦免阮! 
幫助阮悔改來跟對(kun-tòe)祢，閣見證祢神聖的國度得欲(tit-beh)臨
到的(ê)這個好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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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拿 3:1-5, 10 

  (舊約: 藍 p1022; 紅 p1160; 棕 p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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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 Sermon    「我在這裡 II」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24 「我罪極重，勿會(bōe)得推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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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請差遣我」 
我是天與海的主，我聽見百姓哀求， 
多多人沉淪罪惡，我欲拯救。 
我創造暗冥星辰，我欲光照黑暗冥， 
何人欲帶光給伊，差遣啥人？(複歌) 

 
[複歌]我在此，主，可差遣我， 
我聽見祢呼召在暗冥， 
我欲去，主， 祢若導我， 
心中數念祢所有百姓。 

 
我是雨和雪的主，百姓憂傷我擔當， 
為愛伊我流眼淚。伊卻轉走， 
我要破碎硬的心，賜給伊愛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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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傳道理給伊，差遣啥人？(複歌) 
 

我是風與火的主，我照顧散赤破相， 
我為伊預擺設筵席，我欲拯救。 
我供給上好米糧，直到伊心滿意足， 
我賞賜活命給伊，差遣啥人？(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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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讀經 (1/21/18-1/27/18) :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淑媛姐的父親謝壁堯先生於 1/9(二)安息主懷，享年 92 歲；告
別式已於 1/20(六)在屏東復興教會舉行，請為遺族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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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姐、繼義長老與家人；莊凱雲(Kay)的母親；
Barbara Nicol 的女兒；美雲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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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1 約拿 3:1-5, 10 你從這個故事中對神有什麼認知？ 

1/22 詩篇 62:6-14 人與神的關係是什麼樣的故事？ 

1/23 
歌林多前書 
7:29-31 

本文中對時間的理解是什麼？ 

1/24 馬可 1:14-20 跟隨耶穌的後果是什麼？ 

1/25 羅馬書 7:15-25a 你如何與本文作者的掙扎認同？ 

1/26 
馬太  
11:16-19, 25-30 

你怎麼能再次像嬰兒一樣看到和聽到
真理？ 

1/27 自選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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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1/27(六)召開長執同工會，10am-noon，請所有長執同工預
留時間，盡可能撥空參加。謝謝! 

2. 1/28(日) 下午召開年度和會，請會友們準時出席! 
3. 從下主日 1/28起，禱告會改為中午 12:40 開始，在樓下 Room 

C (有鋼琴的房間)。請踴躍參加! 

新堂整建委員會報告: 

1. 自從得到 NJDEP 所核准的濕地規劃之後，新堂整建委員會一

直與本會所聘用的 Van Cleef工程協會(VCEA)合作策畫建地設計

藍圖(Conceptual Site Plan)，以提供足夠的停車位，並提交給

Hillsborough Township 審核。VCEA第三次提交給本會的計劃，

終於達到我們的土地最高的使用度，又提供了充足的停車位

設計(從最初的 67個增加到 97個車位)。今年 1 月 2日，VCEA

將我們最後的建地設計藍圖提交給 Hillsborough Township 進行

初步審查和評論。隨後，Township 要求與我們在 01/22/18 開

會，來審查我們的計劃。新堂整建委員會將在近期內向兄姊

們報告會議的結果。請繼續為此事代禱! 

消息報告：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們，禮拜後請暫時先留座，Kevin 

Shen 和 Jonathan Yee 有 10 分鐘的短宣及音樂募款簡介，
之後再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捐款支票請寫給 TAFPC, 並註
明 Rutgers Intervarsity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林詠偉兄主講，題目是“增進親子關係
系列-1”，請踴躍參加! 

 教會徵求明年自願準備點心的兄姊。有興趣或有感動者，

請在公佈欄上“自願準備點心”的表格簽名。謝謝支持! 

 教會徵求主日獻花，好讓我們藉此表達對上帝的尊崇與感恩。

意者請至公佈欄簽選，每次$50。支票請註明主日獻花。謝謝! 

生活充實俱樂部：  
   1/24 薛信夫市長 “24年半在紐澤西從政經驗的分享 with Q&A” 
   1/31 劉怡和先生 “Autumn Traveling in Colorado; Trip sharing” 

 

出席與奉獻 (1/14/2018) 

1/14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感恩奉獻 

 107 $5,851.00 $1,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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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下    週 
(1/21/2018) 

本    週 
(1/28/2018) 

招      待 陳美珍 陳美珍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陳蓓蓉 陳蓓蓉 

來      賓 黃晉文 黃晉文 

影  音 /  錄  影 林秀芬  /  洪雲漢 林秀芬  /  洪雲漢 

司      獻 
李昭瑩 

徐光武      吳建勳 
李昭瑩 

徐光武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呂文琴      李淑文 Tina            阮怡青 

茶點分配&清理 劉斌碩      陳毓盛 梁璋琦      羅浚哲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吳建勳 許毓升      吳建勳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1/18) 

主  理 
(1/21/18) 

主  理 
(1/28/18) 

地    點 
(1/21/18)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同心禱告 12:4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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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敏川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林詠偉 年度和會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林詠偉 年度和會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年度和會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26) 

8pm-10pm 
 

Edison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蘇英世 

經文 
使徒行傳
25:1-26:32 
使徒行傳 
21-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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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