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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張文傑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April 08,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主已經復活！哈利路亞！ 
眾: 哈利路亞！救主確實復活！ 

 司: 這是何等的好與安樂， 
    眾: 當上帝的子民和好相及(saⁿ-kap)徛起(khiā-khí)。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474 (1-3,7)「攑目來看天父聖山」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True Light」 聖歌隊      
  by Keith Hampton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x3) 
Almighty God is light. He lives in us as True Light. 
 
In the beginning out of the darkness 
God created True Light. He lives in us as True Light. 
Almighty God is light. He lives in us as True Light. 
 
Don't let the light that You've given me die,  
and don't desert my mind. 
But let the one who serves You, Praise You again and again. 
He lives in us as True Light. 
 
In the beginning out of the darkness 
God created True Light. He lives in us as True Light. 
Almighty God is light. He lives in us as True Light. 
 
You are the one who judges right from wrong,  
Your glory excites no envy. 
But let the one who serves You, Praise You again and again. 
He lives in us as True Light.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Everywhere I go,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God gave the world True Light!] (x4) 
 
Everywhere I go,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God gave the world True Light!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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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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向望及喜樂的上帝，阮承認，阮繼續活在驚惶中。阮講阮

無罪，總是祢知阮的真相。雖枉祢現在就 tiàm 佇阮中間，阮

卻(soah)講阮不曾(m̄-bat)見過祢。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將祢

的靈吹(pûn)入去阮內面，互阮脫離懷疑及罪惡，通與祢和平徛

起(khiā-k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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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1:1-2:2 

  (新約: 藍 p275; 紅 p369; 棕 p36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上帝是光，咱是暗」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22 「我前若羊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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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救主，願你作我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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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殺案受難家屬；地震災區；颶風災區；火災
區；啟明兄和梅英姐的孫女 Madeleine；莊凱雲(Kay)的母親；蔡
志雄及白明艷；雅雅與梓義長老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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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禮拜後，將立即召開會員大會，選舉 2018 長執提名
委員及審帳委員，禮拜後請先留座，謝謝!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禮拜後請先留座參加會員大會，會
後再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時間，有台語部會眾大會(Town Hall)，請踴躍
參加! 

3. 請留意，下週二(4/10)婦女查經班放春假! 
4. 4/21(六)家庭團契舉辦賞櫻郊遊，集合地點與時間如下 : 

10:15 AM 在 Cathedral Basil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或者

11:00 AM 在 Branch Brook Park Cherry Blossom Welcome Center. 

5. 4/22(日)SKY 將舉辦一個全教會敬拜讚美與禱告的聚會“shine 

united”. 3:30-6pm. 請預留時間參加! 當天所有主日學暫停。若
有意願幫忙準備晚餐，請與 Rebecca Chen聯繫，謝謝! 

6. 4/28(六)是全教會春季大掃除，請兄姊們一起來打掃整理
我們的禮拜堂，早上 9 點開始。 

7. New Brunswick 中會婦女會春季聚會將於 4/14(六)上午 9:30-
12:30 在 Kingston Presbyterian Church 舉行，主題是 “The Garden”.
歡迎姊妹們一起來參加， 請向魏淑玲或李昭瑩報名。 

8. 今年 8 月，SKY將帶領暑期短宣隊前往德州 Corpus Chris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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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消息: 

 RUTASA (Rutgers Taiwanese-Ame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 
將於 4/20(五)舉辦夜市，以增廣外人對台灣文化的認識，
6PM 開始，在 Morrell St., New Brunswick (College Ave 學生
中心附近)，請多多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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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4/11江永芳教授   “聯合國的一中政策 

   4/18  何德淵教授   “下一場生殖醫學的革命！” 

出席與奉獻 (4/01/2018) 

4/01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144 $3,949.00 感恩 $1000.00 

每日讀經 (4/08/18-4/14/18)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4/08/2018) (4/15/2018) 

招      待 梁璋琦 吳曼麗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張文傑 

來      賓 梁璋琦 林繼義 

影  音 /  錄  影 賴基生  /  陳毓盛 賴基生  /  陳毓盛 

司      獻 
李昭瑩 

劉麗玲      許毓升 
李昭瑩 

劉麗玲      徐光武 

清 點 奉 獻 林嘉柔   Darren Ochs 林嘉柔   Darren Ochs 

育       嬰 呂文琴      Nua Tsai 呂文琴      阮怡青 

茶點 Church Church 

茶點分配&清理 邱翰賢      林柏儀 賴基生      李宇蕙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李昭瑩  楊英才      李昭瑩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4/8 
使徒行傳 
4:32-35 這段經文如何挑戰你對社群的概念? 

4/9 詩篇 133 上帝如何賜予生命的福給你的社群? 

4/10 約翰一書 1:1-2:2 什麼是我們將傳給下一代的生命之道? 

4/11 約翰 20:19-31 關於信心你從這段經文中學到了什麼? 

4/12 
彼得前書 
3:13-22 

你如何以溫柔和敬畏的心與人分享你
的盼望? 

4/13 約翰 14:15-21 與真理的靈同住是什麼意思?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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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18) 

主  理 
(4/08/18) 

主  理 
(4/15/18) 

地    點 
(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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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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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大會
(Town Hall) 暫停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查經 禱告會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4/10/18) 
 

春假 
 

(4/17/18) 
猶大書導論 
吳曼麗 

NA 

五 
分區 
查經 
(4/13) 

8pm-10pm 

Edison 

 
 

主理 
 

張文旭 
 
 

經文 
提摩太前書

2:1-15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六 

分區 
查經 
(4/14) 

10am-noon 

Princeton 
 

主理 

林繼義 

經文 
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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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家庭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