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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雙語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Bilingual Sunday Worship 

司會：陳蓓蓉長老 & 蘇楓琇姊妹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姊妹 

1:15 pm                                                                           February 04,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司(華): 向主唱一首新歌， 
司(台): 向主唱一首新歌， 
 眾(華): 全世界向主歌唱。 
 眾(台): 全地向主唱歌。 

司(華): 凡所做的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 
司(台): 佇(ti)逐項事，為著福音來行。 
 眾(華): 好讓我們可以分享上帝的祝福。 
 眾(台): 互咱會通(ē- thang)分享上帝賞賜的福氣。 

詩歌*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TKC 敬拜團 

1, 宇宙的中心，耶穌；世界的中心，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屬於祢，歸於祢，祢是榮耀君王(x2) 

 
[複歌]我們歡迎，君王降臨，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  震動這土地，復興我們  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我們呼喊  歡迎君王降臨 (反覆) 
 

2, 大大張口，大大充滿；恩膏如雨，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耳未聽見，渴慕更多，看見祢的榮面 (x2) 

 

 「如鷹展翅上騰」  

神已聽見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擔脫離一切纏累    恢復神造我的容美形象(x2) 

 
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祂的智慧  無法測度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 等候耶和華  必重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單單注視祢榮耀寶座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 (反覆)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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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時間   Rev Katie Mulligan           Rev. Katie Mulligan 

唱詩*      

(華): 見夾頁 「你可曾知否?」  

(台): 新聖詩 #124 「請問你豈知?」 

悔罪邀請   

(華)我們來到祢的面前尋求和好與平安，我們希望經歷寬恕。
上帝啊！因祢的恩惠，我們在祢和相互之間懺悔我們的罪。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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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聲讀祈禱文)  

眾(華) 創造我們的上帝，我們承認我們是破碎、有罪的受造物。
祢應許成為我們的力量，我們卻只信靠自己的能力；祢承諾救恩
給窮人和弱者，我們反而利用他們。恩典的上帝，求祢赦免我們! 
教導我們單單倚靠祢，並因著福音的緣故，自如地為他人奉獻自
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默禱) 
 
眾(台) 創造阮的上帝，阮承認阮是破碎(phòa-chhùi)、閣有罪的受
創造的。祢應允做阮的氣力，但阮干單(kan-nā)要倚靠家己的能
力；祢應允救恩互散赤及軟弱者，阮反轉來利用 In。恩典的上
帝，求祢赦免阮! 教示阮獨獨(to̍k-to̍k)倚靠祢，閣為著福音的緣
故，自由來為別人奉獻阮家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赦罪的確信 

(華)人若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去，新的生

命已經開始。要知道我們已得赦免，心中有平安。阿們!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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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詩 「The Voice of God」  聖歌隊 
  music by L. Larson, words by J. McGuire 

 
In every local language, in every native tongue,  
God hears the hearts of people and speaks to everyone.  
The limits of our language God easily transcends.  
Love hears our weakest whimper and always comprehends.  

 
God speaks in every language to all both far and near.  
With words of grace and mercy Love longs for all to 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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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hether still and quiet or with a mighty sound,  
Wherever love is spoken the voice of God is found. 

 
The languages of nature, of land and sky and sea,  
of all the living creatures, God speaks them fluently.  
All that God created converse in different ways,  
so even trees and mountains can offer up their praise! 

 
God speaks in every language to all both far and near.  
With words of grace and mercy Love longs for all to hear.  
But whether still and quiet or with a mighty sound,  
Wherever love is spoken the voice of God is found. 

 
God speaks at times with thunder and mighty rushing wind;  
at other times, a whisper, a gentle thought within.  
But whether still and quiet, or with a mighty sound,  
wherever love is spoken the voice of God is found.  
The voice of God is found.  

讀經   以賽亞 40:21-31 (舊約:藍 p791; 紅 p907; 棕 p907)   
華語:  蘇楓琇姊妹 

            台語:  張沅培弟兄 

證道    「你不知道嗎? 你沒聽見嗎?」  
  講員: 黃景彬牧師 
    翻譯: 張文旭長老 

回應詩歌*   「那雙看不見的手」      TKC 敬拜團 
 
雖不見祢，觸不到祢，但是我知，祢正在對我低語 
喔  主耶穌，喔  主耶穌   我深知道，祢一直就在這裡 

 
是祢的手，釘痕的手  重新撫慰，我那破碎的心田 

是祢聲音，溫柔話語   再度填滿，我心靈中的飢渴 (反覆) 

報告與介紹 

唱詩*      
(華): 世紀頌讚 #45「大地好風光」 
(台): 新聖詩 #19「為著美麗的地面」(1-3, 5 節) 

代禱 「主禱文」 黃景彬牧師 

奉獻 讓我們以奉獻的心來做我們的回應。如果在場的朋友們，
沒有這一個習慣，請不要覺得有義務奉獻。 

奉獻詩歌* 「獻上感恩」 TKC 敬拜團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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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x2) 感恩！感恩！感恩！ 

祝禱*  

 阿們頌 (阿們，阿們，阿們!) 新聖詩  #643 
殿樂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出席與奉獻 (1/28/2018) 

1/28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88， SKY 19 台語 $3,751.00，SKY $145.00 
 

每日讀經 (2/4/18-2/10/18) :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恭喜彥儒(Myron)兄與珊杉(ShanShan)姐於 1/29(一)喜獲麟兒，
Ethan. 母子均安， 感謝主! 請為新生兒祝福! 

 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改建的過程；教牧長
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火災、颶風、地震災區；淑媛姐與
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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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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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以賽亞 40:21-31 你需要聽見或看到什麼，才能建立可
持續發展的社會？ 

2/5 
詩篇  
142:1-12, 21 

和上帝有如同這詩篇所描述的關係，
對你有何意義？ 

2/6 
歌林多前書 
9:16-23 

基督的律法如何幫助你生活在一個多
元化的社區？ 

2/7 馬可 1:29-39 你從這段經文中學到了什麼有關於社
群的轉變？ 

2/8 耶利米 28:5-9 你如何做一個預言和平的先知呢？ 

2/9 
詩篇  
89:1-4, 15-18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宣告上帝的愛
永遠長存？ 

2/10 自選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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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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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們，禮拜後請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有全教會主日學，茶點後，歡迎踴躍參加! 

3. 2/18(日) 教會慶祝農曆新年，禮拜後有 Potluck 聚餐! 一家

一菜 (約 9x13 吋盤)，請到公佈欄填寫菜單。歡迎大家邀

請親友一起來過新年! 

4. 2017 奉獻收據已開始分發，請兄姐們親自向 Darren 長老

領取。外州居民的收據已全部付郵寄發，謝謝! 

5. 下午從教會停車場離開時，請使用較靠近 Homestead Rd 和

US206 交叉口的出口處，以免車燈影響鄰舍起居的安寧。 

 
新堂整建委員會報告: 

 1/31 與 Hillsborough Township 進行初步審查討論會議之後，

Township 的 Planning Board 要求我們提供進一步更詳細的計畫。

整建委員會將再開會研討；此外，我們需要聘請一位建築師來

畫設計概念藍圖(Conceptual Plan)。兄姐們若有任何推薦，請 e-

mail Claire (ctsaiochs@gmail.com), 教會辦公室(tafpc@tafpc.org )及黃牧

師。謝謝! 請繼續為此事代禱! 

 
社區消息: 

 紐澤西台灣同鄉會(TAANJ)訂於 2/24(六)11am 舉行年會，

地點在 Rutgers 大學 Busch Student Center 的Multipurpose 

room。請上網或向麗玲姐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  
https://goo.gl/forms/nWJ86eWETH67byja2 

 
生活充實俱樂部：  

   2/07 歐陽吉林博士 “Financial Planning for Retirees” 

   2/14 ALL “慶祝舊曆新年” 

 
 

mailto:ctsaiochs@gmail.com
https://goo.gl/forms/nWJ86eWETH67byj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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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2/04/2018) 

下    週 
(2/11/2018) 

招      待 李淑真 李淑真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蘇楓琇     陳蓓蓉 陳蓓蓉 

來      賓 張文傑 張文傑 

影  音 /  錄  影 邱瀚賢  /  蔡賢奕 邱瀚賢  /  蔡賢奕 

司      獻 
劉麗玲 

林秀芬      李淑真 
劉麗玲 

林秀芬      李淑真 

清 點 奉 獻 陳美玲      林珍珠 陳美玲      林珍珠 

育       嬰 洪潔君      黃再蘭 洪潔君            Nua 

茶點 Church Church 

茶點分配&清理 SKY             張文旭 林又堅      許毓升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邱瀚賢 陳蓓蓉      邱瀚賢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2/04/18) 

主  理 
(2/04/18) 

主  理 
(2/11/18) 

地    點 
(2/04/18)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林又堅 李秀文 Sanctuary 

日 主 日 
早禱會 

12:40pm- 
1:05pm 同心禱告 同心禱告 Basement 

Roo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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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教會 
主日學 林詠偉 Basement 

Room G 

日 TKC 2:45pm- 
4:00pm 

全教會 
主日學 查經 Basement 

Room G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Basement 

Room G 

五 
分區 
查經 
(2/9) 

8pm-10pm 
 

Edison  
 

主理 
 

陳毓盛 

經文 
使徒行傳 

25-26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