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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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ruary 11,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向主唱一首新歌， 
眾: 全地向主唱歌。 

 司:上帝講，光就對黑暗中出現， 
 眾: 上帝的榮光顯明佇耶穌基督的面。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407 「清早天昲光」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Bow the Knee” 聖歌隊      
  Arr. by T. Fettke 

There are moments on our journey following the Lord. 
Where God illumines every step we take. 
There are times when circumstances make perfect sense to us. 
As we try to understand each move He makes. 
When the path grows dim and our questions have no answers, 
turn to Him. 
 
[Refrain] Bow the knee; Trust the heart of your Father when the answer 
goes beyond what you can see. 
Bow the knee;  
Lift your eyes toward heaven and believe the One who holds eternity.   
And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His pla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 Bow the knee. 
 
There are days when clouds surround us, and the rain begins to fall. 
The cold and lonely winds won't cease to blow. 
And there seems to be no reason for the suffering we feel; 
We are tempted to believe God does not know. 
When the storms arise, don't forget we live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Refrain 2x)  
 
Bow the knee      Bow the knee      Bow the k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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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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阮的上帝，阮承認阮是破碎(phòa-chhùi)、閣有罪的受創造
的。祢顯明完全的美，阮卻越轉身離開祢的同在。祢閃熠(siám-
sih)天頂的榮光，但阮向祢的真理掩(am)阮的面。恩典的上帝，
請赦免阮。這時，求祢用祢話語的光照佇阮的心，互阮會當(ē-
tàng)永遠來榮耀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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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記下 5:1-14 

  (舊約: 藍 p401; 紅 p444; 棕 p444)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謙卑順從」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8 「天父看著雀鳥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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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順服」(見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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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迫切為花蓮地震災區代禱，願主憐憫、安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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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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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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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已改為中午 12:40 開始，在樓下 Room C (有鋼琴的房
間)。請踴躍參加! 

2. 感謝李秀文姐(Gail)接任教會聖歌隊指揮，請歡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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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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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林詠偉兄主講，題目是“增進親子關係
系列-2”，請踴躍參加! 

3. 3/4成人主日學有特別講員，全教會主日學暫停一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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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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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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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會主日獻花是讓美麗的花提醒我們，生命及一切美善的祝
福都是從上帝而來，我們應該為上帝的恩典感謝。歡迎大家
藉著獻花表達對上帝的感恩與尊崇。有感動的請到公佈欄

mailto:ctsaioch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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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獻花表簽名，每次$50，支票請註明主日獻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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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陳秋榮博士 “能源與環境” 
   2/21  ALL  “慶祝舊曆新年” 

每日讀經 (2/11/18-2/17/18)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2/11/2018) (2/18/2018) 

招      待 李淑真 李淑真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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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a 洪潔君      阮怡青 

茶點 Church Pot Luck 

茶點分配&清理 林又堅      許毓升 
李梓義  吳建勳 
呂文琴  黃晉文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11 列王記下 5:1-14 你從這故事中學到了什麼有關於改變? 

2/12 詩篇 50:1-6 讓上帝施行審判有什麼意義? 

2/13 
歌林多前書 
 4:3-6 你如何讓福音的光照耀在你的黑暗裏? 

2/14 馬可 9:2-9 你從這經文中學到了什麼有關於改變? 

2/15 羅馬書 6:12-23 成為義的器具對祢而言是什麼意思？ 

2/16 馬太 10:40-42 你若迎接一位先知進入你的生活，你
會得到什麼獎賞？ 

2/17 自選 禱告 

https://goo.gl/forms/nWJ86eWETH67byj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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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邱瀚賢 陳蓓蓉      邱瀚賢 

出席與奉獻 (2/04/2018) 

2/04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感恩奉獻 

 台語 96， SKY 15 台語 $5,025.00, SKY $592.00 $200.00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2/11/18) 

主  理 
(2/11/18) 

主  理 
(2/18/18) 

地    點 
(2/11/18)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李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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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詠偉 慶祝春節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林詠偉 慶祝春節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慶祝春節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2/16)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 

主理 
 

白建信 
 

張哲祥 

經文 
提摩太前書

1:1-20  
使徒行傳
27:1-28:30 

招待家庭 
建信與申怡家  
908-605-0314 
怡和與秀美家  
732-922-9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