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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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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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兄姊，咱著相疼， 
    眾: 咱相疼，因為上帝先疼咱。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76 「聰明的人帶學識」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Lord, Here Am I」 聖歌隊      
  by John Ness Beck 

 
Master, Thou callest, I gladly obey; 
Only direct me, and I'll find Thy way. 
Teach me the mission appointed for me, 
What is my labor, and where it shall be. 
Master, Thou callest, and this I reply, 
"Ready and willing, Lord, here am I." 
 
Willing, my Savior, to take up the cross; Willing to suffer 
reproaches and loss; Willing to follow, if Thou will but lead; Only 
support me with grace in my need. 
Master, Thou callest, and this I reply, 
"Ready and willing, Lord, here am I." 
 
Living or dying, I still would be Thine, Yet I am mortal while Thou 
art divine. 
Pardon, whenever I turn from the right; 
Pity, and bring me again to the light. 
Master, Thou callest, and this I reply, 
"Ready and willing, Lord, here am I, here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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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

互阮成作祢葡萄樹的枝，但是阮無 tiàm 佇(tī)祢。祢將祢的應允
賞賜所有的人，總是阮試圖(chhì-tô)͘排斥(pâi-the̍k)祢、要(be)切斷
阮及祢的連結(liân-kiat)。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用祢完全的疼來
聖化阮，祢的疼會除去一切的驚惶；按呢，阮才會通(chiah-ē-
tàng)真正相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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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40 

  (新約: 藍 p144; 紅 p198; 棕 p198)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起來，著去」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554 「透早去撒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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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請差遣我」 
我是天與海的主，我聽見百姓哀求， 
多多人沉淪罪惡，我欲拯救。 
我創造暗冥星辰，我欲光照黑暗冥， 
何人欲帶光給伊，差遣啥人？(複歌) 

 
[複歌]我在此，主，可差遣我， 
我聽見祢呼召在暗冥， 
我欲去，主， 祢若導我， 
心中數念祢所有百姓。 

 
我是雨和雪的主，百姓憂傷我擔當， 
為愛伊我流眼淚。伊卻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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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破碎硬的心，賜給伊愛疼的心， 
我要傳道理給伊，差遣啥人？(複歌) 

 
我是風與火的主，我照顧散赤破相， 
我為伊預擺設筵席，我欲拯救。 
我供給上好米糧，直到伊心滿意足， 
我賞賜活命給伊，差遣啥人？(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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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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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因林詠偉兄身體欠安，改由黃牧師主理”基要

真理”課。“增進親子關係系列”暫停一次。 
3.  5/13(日)母親節聚餐，請男士們到公佈欄填寫菜單，歡迎
大家邀請親朋一同來慶祝! 當天成人主日學暫停。 

4. Sky 邀請兄姊於 5/5 (六) 3pm 到文川長老的保齡球館打球
(Middletown Harmony Bowl，1815 Route 35，Middletown NJ 07748)，
之後可留下吃晚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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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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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李正福教授 “Memoirs of My Experience in Academia, 

Practice and Policy” 
   5/09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 All membe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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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4/29/2018) (5/06/2018) 

招      待 吳曼麗 李淑文  林珍珠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魏淑玲 楊英才 

來      賓 林繼義 吳建勳 

影  音 /  錄  影 賴基生  /  陳毓盛 徐光武  /  張文旭 

司      獻 
李昭瑩 

劉麗玲      徐光武 
李淑真 

黃文秀      林秀芬 

清 點 奉 獻 林嘉柔   Darren Ochs 余秀美      林珍珠 

育       嬰 劉麗玲       鄭文錦 李淑文      黃再蘭 

茶點 李昭瑩 Church 

茶點分配&清理 SKY             林宜帖 謝慶賢      Darren Ochs 

值 日 長 執  張文傑       李昭瑩  張文傑      李淑真 

每日讀經 (4/29/18-5/05/18) : 

出席與奉獻 (4/22/2018) 

4/22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4, SKY 23 台語 $2,082.00, SKY $225.00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4/29 
使徒行傳 
8:26-40 你從這經文學到了什麼關於宣教？ 

4/30 
詩篇 22:24-
30 這篇詩篇如何教導你關於你的上帝？ 

5/01 
約翰一書
4:7-21 

你從這段經文中學到了如何成為上帝互聯
網絡的一部分？ 

5/02 約翰 15:1-8 我們如何與上帝以及彼此相連結？ 

5/03 
使徒行傳 
2:42-47 

關於發展你的社區你從這段經文中學到什
麼？ 

5/04 
彼得前書
2:19-25 

你曾如何偏離耶穌，又怎樣才能轉回來跟
隨祂？ 

5/05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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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由聖歌隊指揮Gail Lee 擔任藝術總監的 Sinfonietta Nova將於 5/6(日) 
4pm與費城樂團的首席小提琴大師 David Kim,，演奏柴可夫斯
基小提琴協奏曲。地點在Princeton Meadow Event Center。 詳情請
看公佈欄海報，請踴躍捧場! 

 今年的美東夏令會已開始註冊，7/1-7/4。地點在賓州 West 
Chester University，請提前上網報名以享優惠。 

https://tang.regfox.com/tacec-tang-registration-2018。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4/29/18) 

主  理 
(4/29/18) 

主  理 
(5/06/18) 

地    點 
(4/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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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教會 

主日學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黃景彬 全教會 

主日學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5/01/18) 
創世記1-11 
導論 
黃景彬 

(5/08/18) 
創世記1 

 
李淑真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5/04) 

8pm-10pm 
 

Bridgewater  
 
 

主理 
 

魏淑玲 
 
 

經文 
提摩太前書

6:2b-6:21 
 
 

招待家庭 
文義與淑玲家  
908-575-1912   

 
 

六 
分區 
查經 
(5/05) 

8pm-10pm 
 

Coast 
 
 

主理 
 

林主中 
 
 

經文 
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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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家庭 
主中與美珍家  
732-972-7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