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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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淑玲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April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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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講，我是好的牧者。 
    眾:基督為著羊放捒(sak)祂的生命。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560 (1-4) 「施恩上帝，榮光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My Shepherd Will Supply My Need」聖歌隊      
  by Mack Wilberg 

 
主耶和華是我牧者 我無欠缺一件  
青翠草埔使我居起(khiā-khí) 導到安靜水邊 
使我靈魂精英醒悟(chhíⁿ-ngō)͘ 免得我行迷路 
為著祂ê名施恩看顧 導我行義的路 
 
我雖行過死蔭山谷 免驚死亡兇悪 
雖有危險免驚災害 因為我主同在 
用祢的棍顧守保庇 用柺安慰扶持 
在我頭殼用油來抹 使我的杯滿滿 
 
恩典慈悲的確跟我 到盡一世無息 
我要永遠快樂安住(chū) 在耶和華的厝 
雖然眾人來去無定 我心安息佇遐(hia)  
嘸再(koh)生分無做人客 永遠殿(tiàm)父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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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向望及喜樂的源頭的上帝，阮承認，阮繼續活在驚惶中。阮
談論祢偉大的疼，但是阮對不起(tùi-put-khí)家己的良心。阮雖枉
對散鄉人(sàn-hiong-lâng)表示關懷，但是阮無疼的行動。恩典的上
帝，請赦免阮! 好牧者啊，求祢互阮的靈魂精英，閣為著祢的
名，導阮行義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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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3:12-19 

  (新約: 藍 p137; 紅 p190; 棕 p19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自我反省」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24 「我罪極重，bōe 得推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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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天父，阮懇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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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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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明兄和梅英姐的孫女 Madeleine；莊凱雲(Kay)
的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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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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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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下午 3:30-6:00 有一個全教會敬拜

讚美與禱告的聚會, “Shine United”. 請留步踴躍參加! 
3. 下週六(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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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篇幅限制，教會行事表時常無法印在縮簡版的週報中，請兄

姊們到公佈欄查看每週及每月教會行事表，不便之處請見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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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實俱樂部：  
   4/25  Dr. Henry Tsai  “Prostate Cancer and PROTON Therapy- a new 

modern treatment of CANCER” 
   5/02 李正福教授 “Memoirs of My Experience in Academia, 

Practice and Policy”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4/22/2018) (4/29/2018) 

招      待 吳曼麗 吳曼麗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魏淑玲 魏淑玲 

來      賓 林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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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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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文錦 呂文琴      鄭文錦 

茶點 賴文義 李昭瑩 

茶點分配&清理 白建信      蔡申怡 SKY             林宜帖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李昭瑩  張文傑      李昭瑩  

出席與奉獻 (4/15/2018) 

4/15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6, SKY 16 台語 $2,919.00, SKY $115.00 



4 
 

每日讀經 (4/22/18-4/28/18) :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4/22/18) 

主  理 
(4/22/18) 

主  理 
(4/29/18) 

地    點 
(4/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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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3:30pm- 
6:00pm Shine United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TKC 3:30pm- 
6:00pm Shine United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2:45pm- 
3: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4/24/18) 
猶大書1 

 
陳玫麗 

(5/01/18) 
創世記1-11 

導論 
黃景彬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4/27) 

8pm-10pm 
 

Edison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蘇英世 

經文 
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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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4 & 5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4/22 
使徒行傳  
4:5-12 你從這經文學到了什麼關於醫治和健康？ 

4/23 詩篇 23 恩惠與慈愛是如何一生跟隨你？ 

4/24 
約翰一書 
3:16-24 在誠實和行為上彼此相愛意味著什麼？ 

4/25 
約翰福音 
10:10-11:18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做領導者？ 

4/26 
彼得前書 
2:2-10 你的團體是建造在活石上意味著什麼？ 

4/27 
約翰福音 
14:1-14 你如何找到去上帝的家那條路？ 

4/28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