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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大齋節第三主日暨雙語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3rd Sunday in Lent & Bilingual Worship Service  

司會：王雅雅長老 & 莊凱雲姊妹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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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 Prelude      
宣召  

司(華/台):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 
 眾(華): 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眾(台): 無快快受氣，閣有豐盛的慈愛。 
司(華): 主的律法使靈魂甦醒; 

司(台): 主的律法互靈魂 koh 活； 
 眾(華): 上帝的話使愚蒙人有智慧。 
 眾(台): 上帝的話互憨直的人有智慧。 

詩歌*   TKC 敬拜團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神同在，彰顯榮光，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聖哉三一」  

1.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眾歌頌，歡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2.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 
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晶海； 
千萬天使天軍，俯伏叩拜主前， 
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聖哉，聖哉，聖哉，主莊嚴威榮； 
罪人昏昧難見，因黑暗罪深重； 
惟獨上主至聖，惟獨上主至尊， 
全能又全愛，至聖潔真神。  

4.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地上天空海洋，萬物同頌主名；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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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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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華): 世紀頌讚 #77 「萬福泉源」 

(台): 新聖詩 #581    「救主耶穌，萬福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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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我們的主上帝，我們承認我們是用灰燼與塵土所造做
的。祢賜下律法來指引我們，但我們只尋求世界的智慧。祢使我
們成為活石的殿，但我們羞辱了基督的身體。恩典的上帝，求祢
赦免我們! 教導愚昧的我們，並使我們的軟弱變剛強，好讓我們成
為聖潔和完全；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默禱) 
 
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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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賞賜律法來引導(ín-chhōa)阮，但阮只有尋求世
界的智慧。祢互阮成作活石的殿，但阮侮辱(lio̍k)基督的身體。恩
典的上帝，求祢赦免阮! 教示愚憨(gû-gōng)的阮，互阮的軟弱變
作堅強，通互阮成作聖潔和(kap)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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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s Mercy」  聖歌隊 
  by Larry Shackley 

 
There's a wideness in God's mercy, like the wideness of the sea; 
there's a kindness in His justice which is more than liberty. 
There is welcome for the sinner, and more graces for the good; 
there is mercy with the Savior; there is healing in His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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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love of God is broader than the measure of our mind; 
and the heart of the Eternal is most wonderfully kind. 
 
Was there ever kinder shepherd, half so gentle, half so sweet, 
as the Savior who invites us come and gather at His feet? 
 
If our love were but more simple, we should take Him at His 
word; and our lives would be all sunshine in the sweetness of 
our Lord. 
 
There's a wideness in God's mercy, like the wideness of the sea; 
there's a kindness in His justice which is more than liberty. 
O Lord, have mercy on me, on me, on me. 

讀經   申命記 5:12-15 (舊約:藍 p194; 紅 p210; 棕 p210)   
華語:  莊凱雲姊妹 

            台語:  蔡賢奕弟兄 

證道    「當守安息日」  
  講員: 黃景彬牧師 
    翻譯: 楊英才長老 

回應詩歌*   「有一位神」      TKC 敬拜團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報告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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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華): 世紀頌讚 #89「讚美全能神」 

 (台): 新聖詩 #38    「謳咾全能的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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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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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018) 

2/25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6， SKY 17 台語 $2,658.00，SKY $1,070.00 

每日讀經 (3/4/18-3/10/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3/4 
出埃及記  
20:1-17 這些誡命如何挑戰你今日的生活方式? 

3/5 羅馬書 4:13-15 有信心意味著什麼? 

3/6 馬可 8:31-38 這個故事如何挑戰你對救世主的想法? 

3/7 詩篇 19 對神的認知如何從一日傳到另一日? 

3/8 
歌林多前書 
1:18-25 神的愚拙如何比人的智慧更明智? 

3/9 約翰 2:13-22 你從這段經文中學到了什麼關於物質
的東西和信仰? 

3/10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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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雅雅長老的母親於 3/1(四)在加州接受手術，她的身體一向
軟弱，請切切為她手術後的復原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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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禮拜後請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的講員是佳壇教會的羅敏珍牧師，她的講

題“女性的恩賜與教會”是特別為婦女主日而準備；可惜因她

下週婦女主日無法前來，因此特別請她提前來演講，歡迎

踴躍參加!! 

3. 今年 8 月，SKY 將帶領暑期短宣隊前往德州 Corpus Christy ，

為 2017年受颶風影響的社區服務，細節將再公佈。請考慮加

入短宣隊並為此禱告。 

4. 日光節約時間從下週日 3/11 開始，請兄姐們記得將時鐘

往前撥一小時，(就是要少睡一小時)， 以免遲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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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婦女查經班邀請姐妹們參加每週二在教會的查經聚會，

10am-12pm. 歡迎踴躍參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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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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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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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3/07   謝昭梅女士  “元宵節猜燈謎” 
    3/14    陳重男博士  “地震等級及防震概念” 

 
社區消息: 

 由聖歌隊指揮Gail Lee 擔任藝術總監的 Sinfonietta Nova交響樂團將
於 3/10(六)晚上 7 點半舉辦春季音樂會。地點在 Prince of Peace 
Lutheran Church。 詳情請看樂團網站。請踴躍捧場!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3/4/18) 

主  理 
(3/4/18) 

主  理 
(3/11/18) 

地    點 
(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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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敏珍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查經 黃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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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18) 
彼得後書1 
黃文秀 

(3/13/18) 
彼得後書2 
陳玫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3/9) 

8pm-10pm 
 

Edison  
 

 

主理 
 

張文旭 
 
 

經文 
提摩太前書
簡介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六 

分區 
查經 
(3/10) 

10am-12pm 
 

Princeton  
 

 

主理 
 

李梓義 
 
 

經文 
提摩太前書
簡介&1:1-20 

 

招待家庭 
 文傑與潔君家 
908-281-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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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3/04/2018) (3/11/2018) 

招      待 吳曼麗 楊純貞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王雅雅 王雅雅 

來      賓 鍾崇仁 黃民安 

影  音 /  錄  影 邱瀚賢  /  林繼義 邱瀚賢  /  林繼義 

司      獻 
洪潔君 

黃文秀      徐光武 
呂文琴 

鄭文錦     Nua Tsai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陳美玲 吳秀仁      羅浚哲 

育       嬰 劉麗玲      黃再蘭 劉麗玲          Nua 

茶點 Take-Out Take-Out 

茶點分配&清理 林繼義      吳建勳 
柯啟明  

廖婉妤(Jessy) 

值 日 長 執  王雅雅      洪潔君 王雅雅      洪潔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