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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大齋節第四主日暨婦女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4th Sunday in Lent & Women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王雅雅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Marc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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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主受舉(kú)起！ 
    眾: 咱仰望伊來活。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15 「萬有光明極美麗」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Affirmation of Faithfulness” 聖歌隊      
  by Joseph M. Martin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lead us to this place. 
God has been faithful, sustained us by His grace. 
Will we take the challenge and make a sacred vow? 
God has been faithful. God has been faithful.  Will we be faithful now?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lead us to this hour. 
God has been faithful, sustained us by His pow'r. 
Will we take the challenge and make a sacred vow? 
God has been faithful. God has been faithful. Will we be faithful now?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lead us from above. 
God has been faithful with His unfailing love. 
God has been faithful. Will we respond and dedicate our all? 
Will we be faithful to His call?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lead us to this place. 
God has been faithful, sustained us by His grace. 
Will we take the challenge and make a sacred vow? 
God has been faithful. God has been faithful. 
God has been faithful. God has been faithful.  Will we be faithful now? 
 
We will be faithful. We will be faithful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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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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已經供應阮一切的需要，但阮唁唁唸(ngia̍uh-ngia̍uh-liām)閣

怨嘆(oàn-thàn)；祢已經賞賜光互世界，阮卻猶原行在黑暗中。恩

典的上帝，請赦免阮。幫助阮信任祢，互阮 bē 致到(tì-kàu)滅無，

反轉有永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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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舊約: 藍 p396; 紅 p438; 棕 p438)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永恆的上帝」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56 「主!我今就近愛見祢的面」(v.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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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耶穌的手扶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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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明兄和梅英姐的孫女 Madeleine Jao (9 歲)目前在 Mount 

Sinai 接受醫療，請切切為她完全得醫治代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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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殺案受難家屬；地震災區；火
災區；颶風災區；雅雅長老的母親；莊凱雲(Kay)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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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將於復活節主日，4/1，舉行洗禮與轉籍，意者請向
黃景彬牧師登記。洗禮的學道班是 3/17, 3/24, 3/31(六) 10 
AM - Noon, 在地下室牧師辦公室上課；轉籍者請參加 3/31
學道班。 

新堂整建委員會報告: 
 為配合 Hillsborough Township 的請求，我們必須先徵求概念設

計以建造新禮拜堂。設計邀請函已於 3 月 11 日前分別寄出給
三個建築師事務所。此外，Van Cleef 工程協會(VCEA)將在復活
節後針對雨水管理系統 (storm water management) 的建設在教
會周圍進行土壤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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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將繼續”基要真理”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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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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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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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於今日將訂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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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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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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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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的獻花表簽名，每次$50，支票請註明主日獻花。謝謝! 

每日讀經 (3/11/18-3/17/18)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3/11/2018) (3/18/2018) 

招      待 楊純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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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民安 黃民安 

影  音 /  錄  影 邱瀚賢  /  林繼義 邱瀚賢  /  林繼義 

司      獻 
呂文琴 

鄭文錦     Nua Tsai 

洪潔君 

黃文秀     徐光武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羅浚哲 吳秀仁      羅浚哲 

育       嬰 劉麗玲          Nua 劉麗玲           Nua 

茶點 Take-Out Take-Out 

茶點分配&清理 
柯啟明  

廖婉妤(Jessy) 

梁慶弘 

黃民安 

值 日 長 執  王雅雅      洪潔君 王雅雅      洪潔君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3/11 民數記 21:4-9 這個故事教你什麼關於醫治? 

3/12 
詩篇  
107:1-2, 17-22 你如何從這詩篇中學到神的屬性? 

3/13 以弗所 2:1-10 你曾否並如何經歷像這段經文所描述
的恩典? 

3/14 約翰 3:14-21 信仰和眼見的關係是什麼? 

3/15 使徒行傳 1:6-14 你怎能在本地和地極成為耶穌的見證
人? 

3/16 
詩篇  
68:1-10, 33-36 上帝如何將權柄和力量賜予祂的子民? 

3/17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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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3/04/2018) 

3/04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92， SKY 15 
台語 $3,600.00 
SKY   $1,100.00 

感恩 $500.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3/14   謝昭梅女士  “元宵節猜燈謎” 
    3/ 21   李正福教授 “Memoirs of My Experience in Academia, Practice 

and Policy”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3/11/18) 

主  理 
(3/11/18) 

主  理 
(3/18/18) 

地    點 
(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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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查經 林詠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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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8) 
彼得後書2 
陳玫麗 

(3/20/18) 
彼得後書3 
楊純貞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3/16)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 

主理 
 

楊英才 
 

林主中 
 

經文 
提摩太前書

3:1-16  
提摩太前書

1:1-20 

 

招待家庭 
英才與慧芬家  
908-704-1529  
秋蓮與慧卿家  
732-615-0688 

六 
分區 
查經 
(3/17) 

10am-12pm 
 

Princeton  
 

 

主理 
 

李梓義 
 
 

經文 
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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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家庭 
 文傑與潔君家 
908-281-5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