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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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美長老 & 蔡賢奕弟兄 
證道：姚亘貞神學生           司琴：陳玫麗姊妹 

   1:15 pm                                                                                  July 01,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司(華): 當感謝耶和華，因為祂是美善。 
司(台): 著感謝耶和華，因為伊是好。  
 眾(華): 上帝的慈愛永遠長存。 
 眾(台): 上帝的慈愛永遠佇 teh。 

司(華): 主堅定的愛永不止息， 
司(台): 主堅定的疼永遠無息， 
 眾(華):上帝的慈悲憐憫永無止境。 
 眾(台):上帝的慈悲憐憫永無窮盡(bô-kiông-chīn)。 

詩歌*   TKC 敬拜團 
「滿有能力」 

 
我的盼望 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你裡面 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 就在耶穌基督裡 

有主在我 裡面活著 
 

我宣告在我裡面的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屬這世界 
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裡面有 
活水湧流滿有能力 
有耶穌在我裡面活著 

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能戰勝仇敵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還得勝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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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觸我心」 

耶穌  誠然擔當 
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痛苦 
耶穌  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祢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祢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完全得醫治 
感謝耶穌  我的救主  我得平安  我得醫治 
我的耶穌  愛我的主  祢的恩典  深觸我心 

 
平安禮 

唱詩*    

(華): 「我靈讚美天上君王」 

(台): 新聖詩 #24 「我心謳咾至高上帝」 (v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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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三一上帝，我們承認我們沒有為祢的榮耀而活。我
們隨著人群圍繞祢，卻沒有領會祢帶來的好消息。我們因死亡
的威力哀哭，卻嘲笑祢所承諾的新生命。恩典的上帝，請赦免
我們! 求祢醫治我們所有的懷疑和絕望，並給我們信心的恩賜，
好讓我們得以完全;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眾(台) 聖潔的三一上帝，阮承認阮無為著祢的榮耀來活。阮跟
隨(kun-tè)祢身邊的人群，卻無明白祢所帶來的好消息。阮因
為死亡的威力來哀哭(ai-khàu)，但是阮恥笑(thí-chhiò)祢所應
允的新生命。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求祢醫治阮所有的懷疑
及絕望，閣恩賜信心互阮，互阮通得著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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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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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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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馬可福音 5:21-43 (新約:藍 p44; 紅 p64; 棕 p64)      會眾 
華語:  蔡賢奕弟兄 

                   台語:  張沅培弟兄 
 

證道    「不信？小信？」  

 講員: 姚亘貞神學生 
       翻譯: 張文旭長老 

回應詩歌*   「凡事都能做」      TKC 敬拜團 
 

信是未曾看見  依然仰望十架 
信是完全交託  深知主已掌權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或風浪  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2X)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或風浪  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代禱 「主禱文」 余秀美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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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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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與報告 
唱詩*      

 (華): 「惟願神的愛」 
 (台): 新聖詩 #399   「願上主大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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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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6/24/2018)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6   SKY   27 台語          $4,783.00     
SKY                $375.00 

 

每日讀經 (7/01/18-7/0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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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弘兄/美瑛姐及家人；麗玲姊的母
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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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7/1 
撒母耳下 
5:1-5, 9-10 

大衛王需要在上帝面前與以色列的長老立
什麼約? 

7/2 詩篇 48 住在上帝的城裡意味著什麼? 

7/3 
歌林多後書
12:2-10 

一個人如何能夠既軟弱又剛強? 

7/4 馬可 6:1-13 
你從這經文中學到些什麼有關於能力和權
柄? 

7/5 
創世紀
32:22-31 

從這個故事中你對於自己要得祝福的需要
有什麼認識? 

7/6 
撒母耳下 
6:1-5, 12b-19 

關於禮儀和感恩你從這個經文中學到些什

麼? 

7/7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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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暑期(7/1-8/26)主日聚會時間仍然是 1:15PM，沒有茶點供應，

其他活動一律暫停。鼓勵兄姊們盡量先提前享用午餐後，再
準時來聚會!  

 6/18-7/14 黃牧師休假中，若有緊急教會事務需要小會決議，請接
洽楊英才長老 ， 陳蓓蓉長老或魏淑玲長老。 

 8/18(六)將有同工退修會，10am-3pm, 請同工們預留時間
一起來參加!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 從今天開始是夏令時間，其他主日活動

暫停。 
2. 因今天下午 2:45 有 TAANJ 的演講，禮拜後，請不便留下來

聽演講的兄姊們盡快離開聖堂及停車場，讓同鄉有停車
位，也方便 TAANJ 同工進行演講前的準備工作，謝謝! 

3. 若是打算參加 7/14(六)在 Union 教會舉辦的台灣新｢聖詩」
研討會，請在今天下午 2:30 前，向教會辦公室登記! 

4. 尚未報名暑期聯合靈修會(7/20-7/22)的兄姐，請盡快報名，
報名表請交至教會辦公室。謝謝! 

5. 神學生姚亘貞(Jennifer Yao)將在教會以華語教導新舊約導論
(Introduction). 日期是 7/8  & 7/29 (舊約);  8/12   &  8/26 (新約)。時間

是在主日禮拜後，歡迎參加! 
 
新堂整建委員會報告: 
• 委員會已經徵求並面試了 4 名候選建築師事務所代表，其中

包括 1 名設計營建經理和 3 名建築設計師。目前，各委員正
在審核候選人的後續問題和答覆。我們會在近期內進行討
論，也希望盡快做出我們最後的決定，以便將室內概念設計
圖和室外加高的方案提交給 Hillsborough Township Planning 
Board 審查。請繼續為此事代禱，謝謝! 

 
生活充實俱樂部：  

 7/04    Video  “Saint Petersburg “ Barynya" Russian folk dance and music” 
 7/11  吳耿志先生   “Hubbard Space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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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7/1/2018) (7/8/2018) 

招      待 李昭瑩   李昭瑩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余秀美 魏淑玲 

講      道 姚亘貞 姚亘貞 

來      賓 廖婉妤 林詠偉 

影  音 /  錄  影 賴基生  /  陳毓盛 吳建勳  /  林詠偉 

司      獻 洪潔君 
劉麗玲      黃文秀 

洪潔君 
劉麗玲      黃文秀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孫淑真 吳秀仁      孫淑真 

育       嬰 呂文琴      黃再蘭 呂文琴      Nua Tsai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Jack Tsai 魏淑玲    Jack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