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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雙語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Bilingual Worship Service  
司會：楊英才長老 & 徐光武 弟兄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姊妹 
1:15 pm                                                                                 May 06,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司(華/台): 主已經復活！哈利路亞！ 
 眾(華/台): 哈利路亞！救主確實復活！ 
司(華):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司(台): 聖神扶持咱的軟 (nńg)-chiáⁿ； 
 眾(華): 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禱告。 
 眾(台): 聖神用講 bōe出的吐氣替咱求。 

詩歌*   TKC 敬拜團 
「ㄧ直到永遠」 

你榮耀國度降臨    宣揚至高聖名 
我全心    呼應讚美聲音 

我看見聖靈運行    火焰燃燒我心 
祢榮耀    降下遍滿全地 
祢將永恆放在我心中 
我一生為祢    為祢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尊榮讚美直到永遠    我們已得著完全勝利 
一直到永遠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們留下歷史見證    向世界宣告祢的大愛 

一直到永遠  

 「聖靈充滿我」  

聖靈 聖靈 我感謝祢 
我知祢正在這裡 
聖靈 聖靈 我歡迎你 
祢同在充滿這地 

 
基督復活坐寶座 賜下權柄 

榮耀聖靈從天降臨 
親愛聖靈再一次 充滿我心 

我需要有祢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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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我 聖靈   充滿我 聖靈 
現在充滿我的心 

充滿我 聖靈   充滿我 聖靈 
每天充滿我的靈 

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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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華): 世紀頌讚 #47 「主手所造」 

(台): 新聖詩 #9   「萬有相及聚集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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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盼望與喜樂之源頭的上帝，我們承認，我們仍然活在

懼怕中。祢賜下祢的話語使我們存活，但我們仍然是枯骨。祢

差遣祢的靈來賦予我們能力，但我們卻無法編織新的夢。恩典

的上帝，請赦免我們! 求祢以祢的道路引領我們進入你的真

理，並將我們從死亡中拯救出來，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

，阿們。 (默禱) 
 
眾(台) 一切向望及喜樂的源頭的上帝，阮承認，阮繼續活在驚惶

中。祢賞賜祢的話互阮活，但是阮猶原是枯乾(ko-͘ta)的骨。祢差

祢的靈來加添阮的能力，阮卻無法度作新的夢。恩典的上帝，

請赦免阮! 求祢用祢的道路來引導(ín-chhōa) 阮進入祢的真理，

閣對死亡中將阮拯救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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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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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詩 「Come, Holy Spirit, Come!」  聖歌隊 
  by David Lantz, III 

 
 

Come, Holy Spirit, show us Your glory, 
Your people are here in this place. 

Sweet Holy Spirit, move now among us, 
and touch us with mercy and grace. 

 
Spirit Eternal, come in Your fullness, 

and breathe on Your people, we pray. 
Come, Holy Spirit, fresh wind of heaven, 

we long for Your presence today. 
 

 [Refrain] 
Our hearts are open wide, fill us with more of You. 

You are the breath of God, promise of Heaven. 
Our hearts are open wide, fill us with life anew. 

You are the gift divine. Show us Your glory. 
 

Spirit immortal, burn now within us, 
and purify us with Your flame. 

Transform Your people, fire of heaven, 
we live to bring praise to Your name. [Refrain] 

 
Spirit, we wait for You. Fall on Your people now. 

Cleanse us and make us new. Come, Spirit, come! 
Spirit, we wait for You. Kindle a flame of love. 

Make of our hearts Your home. Come, Spirit comes! 
Come, Spirit, come! [Refrain] 

 
Come, Holy Spirit, come! 

 
讀經   使徒行傳 10:44-48 (新約:藍 p147; 紅 p202; 棕 p202)      會眾 

華語:  徐光武弟兄 
            台語:  林詠偉弟兄 

 
證道    「聖靈的引導」  

  講員: 黃景彬牧師 
    翻譯: 楊英才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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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每一天我需要祢」      TKC 敬拜團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 
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 
需要更多祢的同在 在我生命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 我需要祢聖靈如雨降臨 

 
這是我的禱告 

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 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愛祢 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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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與介紹 
唱詩*      

(華): 世紀頌讚 #346「獻己於主」 
 (台): 新聖詩 #382    「我的性命獻互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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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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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請為東亮長老的高齡母親代禱，求主賜心靈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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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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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從下主日開始，禮拜程序中的讀經，將由會眾與領會一起

用自己所習慣的語言(台、華或英語)來讀，同心在神的話

語裡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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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全教會主日學，茶點後，歡迎踴躍參加! 此外，5/27(日)

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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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意，5/15(二)婦女查經班放假一天! 

5.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訂於 7/20-7/22(五-日)，台語部講員是 John 

McCall (馬約翰) 牧師，主題: “佇主愛成長，人因你得福”，請預留
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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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 All members meeting 
    5/16   薛信夫博士  “基本太極拳及示範” 

 
社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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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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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4/29/2018) 

4/2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78， SKY 16 
台語 $2,537.00 
SKY      $800.00 

感恩 $500.00 

 

每日讀經 (5/6/18-5/12/18)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5/06/2018) (5/13/2018) 

招      待 李淑文   李淑文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徐光武 
張文傑 

Darren Ochs 

來      賓 吳建勳 吳建勳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張文旭 徐光武  /  張文旭 

司      獻 
李淑真 

黃文秀      林秀芬 
劉麗玲 

黃文秀      林秀芬 

清 點 奉 獻 余秀美      林珍珠 余秀美      林珍珠 

育       嬰 李淑真      黃再蘭 李淑文     Nua Tsai 

茶點 Church Potluck 

茶點分配&清理 謝慶賢     Darren Ochs 
吳建勳      陳東亮 
李英民      林主中 

值 日 長 執  張文傑      黃文秀 張文傑      黃文秀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5/06 
使徒行傳  
10:44-48 

你從這段經文學到了什麼關於拓展你
的聯絡網? 

5/07 詩篇 98 你有什麼理由向上帝歡呼？ 

5/08 約翰一書 5:1-6 從神生意味著什麼？ 

5/09 約翰 15:9-17 常在耶穌的愛裡是怎麼一回事？ 

5/10 約翰 10:1-10 你如何認得耶穌的聲音？ 

5/11 
使徒行傳  
2:36-41 你曾聽到什麼扎心的故事？ 

5/12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7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5/06/18) 

主  理 
(5/06/18) 

主  理 
(5/13/18) 

地    點 
(5/06/18)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Ken 
Howard 

Ken 
H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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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全教會 
主日學 慶祝母親節 Basement 

Room E/F/G 

日 TKC 2:45pm- 
4:00pm 

全教會 
主日學 

慶祝母親節 Basement 
Room E/F/G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慶祝母親節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5/08/18) 
創世記1 
李淑真 

(5/15/18) 
 

放假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5/11) 

8pm-10pm 

Edison 

 
 

主理 
 

張文旭 
 
 

經文 
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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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