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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大齋節第一主日暨舊曆新年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1st Sunday in Lent & Lunar New Year  

Sunda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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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 
眾: 無快快受氣，閣有豐盛的慈愛。 

 司: 上帝的應允是互所有的世代。 
    眾:上帝是與(kap)每一個有活命的(ê)立約。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4 「天父上帝至大仁愛」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Behold, I Make All Things New” 聖歌隊      
  by Allen Pote 

Listen and hear God's word: "Behold, I say unto you: 
Do not cling to the past or dwell on what has happened. 
Behold, I make all things new! 
I will make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rivers will flow in the desert. 
I will quench the thirst of my chosen people,  
and they will sing my praise!"  Thus says our God. 
 
Tell the whole world to sing. Sing and celebrate with praise. 
For the Holy One has spoken and promised to make all things new! 
 
God will lead the blind on roads they have never known,  
and will guide them on paths they have never traveled. 
Their road is dark and rough, but God will give them light to keep them, 
to keep them from falling. 
 
Listen and hear God's word: "Behold, I say unto you: 
I will make all things new, and will make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to my people, to my people I will give light,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and they will sing, will sing my praises." 
 
Tell the whole world to sing. Sing and celebrate with praise. 
For the Holy One has spoken and promised to make all things new! 
 
Amen! 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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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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阮的主上帝，阮承認阮是用火灰(hóe-hu)和(kap)土粉(thô-͘hún)
做的。祢已經在祢的約裡稱阮作祢的，但阮未記得祢堅定的愛。
祢在曠野走尋(cháu-chhōe)阮，但阮猶原流連(liû-liân)在阮的罪惡
中。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閣一遍洗阮清氣，互阮倒轉去祢身
邊，閣順趁祢神聖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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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 43:18-25 

  (舊約: 藍 p796; 紅 p915; 棕 p915)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被離棄者的神」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546 「天父，我知一生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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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出日落雨是主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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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
工的智慧及身心靈；加州火災區；颶風災區；花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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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姊們若要捐款幫助花蓮地震賑災，請自行捐給您所信任的

團體或組織。由於政府嚴格的新法規，請恕教會無法代理。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及親朋好友們，新年恭喜!禮拜後請

一同聚餐交誼，慶祝舊曆新年! 

2. 今天慶祝舊曆新年，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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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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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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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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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ALL “慶祝舊曆新年” 
   2/28 高龍榮博士  “My Personal view on what we Taiwanese in the 

US can do to help Taiwan” 

 

https://goo.gl/forms/nWJ86eWETH67byj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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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2/18/18-2/24/18)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2/18/2018) (2/2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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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怡青 洪潔君      Tina 

茶點 Pot Luck 劉麗玲 

茶點分配&清理 
李梓義     吳建勳 
呂文琴     黃晉文 鍾崇仁      蔡賢奕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邱瀚賢 陳蓓蓉      邱瀚賢 

 

出席與奉獻 (2/11/2018) 

2/11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85， SKY 13 台語 $2,942.00, SKY $150.00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18 
創世紀 
17:1-7, 15-16 

關於與神立約，你從這故事中有何學
習? 

2/19 詩篇 22:22-30 這詩篇裡提到那些向神禱告的理由？ 

2/20 羅馬書 4:13-15 有信心是什麼意思？ 

2/21 馬可 8:31-38 這故事如何挑戰你對於救贖者的概
念？ 

2/22 創世紀 24:34-67 這段經文如何挑戰你對於求偶與婚姻
的概念？ 

2/23 詩篇 45:11-18 一個皇室婚禮與上帝有什麼關係? 

2/24 自選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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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2/18/18) 

主  理 
(2/18/18) 

主  理 
(2/25/18) 

地    點 
(2/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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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敏川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慶祝春節 陳仲嬰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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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慶祝春節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2/20/18) 
提多書 3 
吳曼麗 

(2/27/18) 
彼得後書簡介 
李淑真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2/23) 

8pm-10pm 
 

Edison 
 

Windsor 
/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蘇英世 

經文 
使徒行傳
27:1-28:30  
提摩太前書 
簡介&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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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