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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大齋節第二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2nd Sunday in Lent Worship Service 

     司會: 陳蓓蓉長老          證道: 謝敏川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Februar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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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呼召咱做伊的門徒， 
    眾: 咱揹(giâ)起十字架來跟隨伊。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0 「聖父上帝 tiàm 天頂」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Take Up Your Cross” 聖歌隊      
  arr. by Thomas Keesecker 

"Take up your cross," the Savior said,  
"if you would my disciple be; take up your cross with willing heart, 
and humbly follow after me." 
 
Take up your cross let not its weight fill your weak spirit with alarm. 
Christ's strength shall bear your spirit up,  
and brace your heart and nerve your arm. 
 
Take up your cross, heed not the shame,  
and let your foolish pride be still;  
the Lord for you accepted death upon a cross on Calvary's hill. 
 
Take up your cross and follow Christ,  
nor think till death to lay it down;  
for only those who bear the cross may hope to wear the glorious crown. 
 
Take up your cross and follow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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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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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呼召成作世間的祝福，但阮只有尋求自己的利益。祢叫
阮為著別人獻出生命，但阮總是干單(kan-nā)想要救家己。恩典
的上帝，請赦免阮。幫助阮將阮的心思放佇神聖的代誌頂面—就
是福音的好消息以及佇祢裡面新生命的應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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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 8:31-38 

  (新約: 藍 p49; 紅 p70; 棕 p7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生命最崇高價值放在何處?」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84 「請來，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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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我活是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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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樂後請暫時先留座，Victoria Chandra 有幾分鐘的短宣募款簡
介，之後再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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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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槍殺受難家屬；花蓮、墨西哥地震災
區；加州火災區；颶風災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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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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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謝牧師的證道!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殿樂後請暫時

先留座，Victoria Chandra 有幾分鐘的短宣募款簡介，之後

再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捐款支票請寫給 TAFPC, 並註明

Victoria Intervarsity. 
2. 今天成人主日學的講員是陳仲嬰兄，題目是“Investment & 

life”， 歡迎踴躍參加!! 

3. 教會徵求捐贈復活節花卉以佈置禮拜堂，4/1(日)聚會後請

一定要負責把所捐贈的花帶回家。意者請於 3/11(日)以前

將訂單及花款交給昭瑩執事，支票抬頭請寫 TAFPC 並註明

復活節花卉，謝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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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7 奉獻收據本週最後一次分發，請兄姐們記得向

Darren 長老領取，以節省郵資。謝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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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實俱樂部：  
   2/28 高龍榮博士  “My Personal view on what we Taiwanese in the 

US can do to help Taiwan” 
    3/07    謝昭梅女士  “元宵節猜燈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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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2/18/2018) 

2/18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92， SKY 16 台語 $4,953.00, SKY $75.00 

 

每日讀經 (2/25/18-3/03/18)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2/25/2018) (3/04/2018) 

招      待 李淑真 吳曼麗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陳蓓蓉 王雅雅 

來      賓 張文傑 鍾崇仁 

影  音 /  錄  影 邱瀚賢  /  蔡賢奕 邱瀚賢  /  林繼義 

司      獻 
劉麗玲 

林秀芬      李淑真 
洪潔君 

黃文秀      徐光武 

清 點 奉 獻 陳美玲      林珍珠 吳秀仁      羅浚哲 

育       嬰 洪潔君            Tina 劉麗玲      黃再蘭 

茶點 劉麗玲 Take-Out 

茶點分配&清理 鍾崇仁      蔡賢奕 林繼義      吳建勳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邱瀚賢 王雅雅      洪潔君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25 創世紀 9:8-17 你如何認出你與人和/或上帝立約的記號? 

2/26 詩篇 25:1-9 求上帝將祂的道指示我們是什麼意思？ 

2/27 
彼得前書 
3:18-22 在靈裡活著是什麼意思？ 

2/28 馬可 9:2-9 被稱為神的兒女對你有什麼誘惑？ 

3/01 
創世紀 
17:1-7, 15-16 

你從這個故事中關於與上帝立約學到了
什麼？ 

3/02 詩篇 22:22-30 在這詩篇表達了那些我們向上帝祈禱的
原因？ 

3/03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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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2/25/18) 

主  理 
(2/25/18) 

主  理 
(3/4/18) 

地    點 
(2/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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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敏川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陳仲嬰 羅敏珍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查經 查經 

Basement 
Room D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2/27/18) 
彼得後書簡介 
李淑真 

(3/06/18) 
彼得後書1 
陳玫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3/2)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 

主理 
 

白建信 
 

余秀美 

經文 
提摩太前書

2:1-15 

提摩太前書
簡介 

招待家庭 
 建信與申怡家  
908-605-0314  
秋蓮與慧卿家  
732-615-0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