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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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英才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May 27,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著感謝耶和華，因為伊是好。 
眾: 上帝堅定的慈愛永遠佇 teh。 

 司: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的耶和華； 
    眾: 上帝的榮光充滿全地!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18 「我心謳咾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Here I Am, Lord」 聖歌隊 
    by Daniel L. Schutte  

[Refrain] 
Take me life and let it be consecrated, Lord, to Thee, to Thee. 
 
I, the Lord of sea and sky, I have heard my people cry. 
All who dwell in dark and sin, My hand will save. 
I who made the stars of night, I will make the darkness bright. 
Who will bear my light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shall I send? 
 
Here I am, Lord. Is it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in my heart. [Refrain]. 
 
I, the Lord of wind and flame, I will tend the poor and lame. 
I will set a feast for them, my hand will save. 
Finest bread I will provide till their hearts be satisfied. 
I will give my life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whom shall I send? 
 
Here I am, Lord. Is it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in my heart. 
 
Take myself and I will be ever, only, all for Thee, 
ever, only, all, only, all for Thee.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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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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三一上帝，阮承認阮無為著祢的榮耀來活。祢疼這世間閣
來拯救伊，但是阮奉祢的名來責備(chek-pī)別人。祢差遣阮出去傳
講好消息，但阮因為驚惶閃避阮的呼召。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互阮佇祢的聖靈裡得著新的生命，通作祢心愛的子兒(kiá -nlî)，閣忠
實來服事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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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6:1-8 

  (舊約: 藍 p751; 紅 p873; 棕 p87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給上帝摸到」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92 「傷心數念我主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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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雀鳥的主、海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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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亮長老的母親；莊凱雲的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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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網上費用申報系統(Online expense system)已經停止
使用，請一律使用各長老信箱裡的申請表來報銷費用，謝
謝! 

 為因應立即需要，小會已於三月通過緊急決議購買並已安
裝 75 吋彩色螢幕一台。如有感動願意奉獻者，請在支票
上註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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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成人主日學時間，Victoria Chandra 有半小時的短宣分
享，請踴躍參加。 

3. TKC將於 6/23(六)舉辦 Biking Fun Day, 詳情下週公布，請兄姐們
預留時間。 

4. 暑期特別音樂事工招募志願者，7/1-8/26。鼓勵願意以音樂恩賜

服事的團體及個人向文傑長老報名，名額有限，請速登記。  

5. 教會今年所贊助的暑期實習神學生是來自台灣神學院的姚亘貞
(Jennifer Yao)。在她實習期間，教會需要兄姊們的幫助，輪流提供
1-2 星期的住宿及簡餐。目前仍有四週需要贊助，意者請向教會
辦公室登記。謝謝支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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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踴躍報名，報名表請交給教會辦公室。  

7. 佳壇教會將於 6/9(六)11AM 舉行羅敏珍牧師就任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歡迎蒞臨同慶!意者請於 6/5(二)前向教會辦公室登記，

以便將觀禮人數一併回覆佳壇教會 (為準備午餐)。謝謝! 
8. 今年 8/5(日)-8/11(六)，全教會暑期短宣隊將前往德州 Corpus 

Christi，為颶風災區服務。詳情與報名請見以下網頁。報名
至 6/2(六)截止。http://sky.tafpc.org/summer-service-trip.html 

 

http://sky.tafpc.org/summer-service-tr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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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5/27/2018) (6/03/2018) 

招      待 李淑文   蔡賢奕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張聖珍 

來      賓 梁璋琦 許毓升 

影  音 /  錄  影 徐光武  /  張文旭 邱瀚賢  /  賴基生 

司      獻 李淑真 
黃文秀      林秀芬 

蘇添貴 
李昭瑩      賴基生 

清 點 奉 獻 余秀美      楊純貞 陳美玲      林珍珠 

育       嬰 李淑文      余鈴珠 洪潔君      黃再蘭 

茶點 Church Church 

茶點分配&清理 SKY      林秀芬 楊英才  陳慧芬 

值 日 長 執  李昭瑩      蘇添貴 許史青  蘇添貴 

每日讀經 (5/27/18-6/02/18) : 

生活充實俱樂部：  
    5/30  蘇藤宗先生   “日本戰國時代名女人” 
    6/06  翁玉屏女士   “日本黃金週自由行經驗的分享” 

出席與奉獻 (5/20/2018) 

5/20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87;   SKY/TKC 26 台語 $1,723.00;    SKY/TKC $875.00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5/27 以賽亞書 6:1-8 你從這個異象學到了什麼有關於你的事工的呼召？ 

5/28 詩篇 29 你如何聽到神的聲音？ 

5/29 羅馬書 8:12-17 被神的靈引導對你有什麼意義？ 

5/30 約翰 3:1-17 從靈而生是什麼意思? 

5/31 詩篇 104:25-35 如果我們讓神賜下的靈來更新全地，將會發生什麼情況？ 

6/01 
歌林多前書 
12:3b-13 

你的社群裡的每個人都同飲於一靈是什
麼意思？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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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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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 Princeton Outreach, 6/9(六), 4-6pm，讓更多人看
見台灣，聽見台灣的聲音，一起支持台美人的訴求。地點: 
Palmer Square Tiger Statue (40 Nassau St., Princeton). 

 郭倍宏博士將於 7/1(日)2:45pm 在本教會演講，講題是「獨
立公投，正名入聯 - 喜樂島聯盟的訴求與行動」。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5/27/18) 

主  理 
(5/27/18) 

主  理 
(6/03/18) 

地    點 
(5/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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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pm- 
3:15pm 短宣分享 全教會 

主日學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3:15pm 

自由活動 全教會 
主日學 

NA 

日 Hand 
Bell 

3:15pm- 
4:15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5/29/18) 
創4:1-6:8 
楊純貞 

(6/5/18) 
創6:9-9:29 
陳玫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6/01)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 

主理 
  

林茂清 
 

劉怡和 

經文 
  

提後 1-2  
 

提前 6 

招待家庭   
茂清與玉屏家  
908-638-5346 
怡和與秀美家  
732-922-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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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