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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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茂清長老         證道: 楊伯威神學生      司琴: 吳曼麗姊妹 
 12:15 pm                                                                            August 19, 2018 
﹌﹌﹌﹌﹌﹋﹌﹋﹌﹋﹌﹌﹋﹌﹌﹌﹌﹌﹋﹌﹌﹌﹌﹌﹌﹌﹌﹌﹌﹌﹌﹌﹌﹌﹌﹌﹌﹌﹌﹌﹌﹌﹌ 

序樂 Prelude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Piano: 陳蓓蓉姐 
                                                                                        Piano: 吳曼麗姐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著感謝主，因為伊是好， 
眾: 上帝的慈愛永遠佇 teh。 

 司: 智慧為咱備辦一場豐沛(phong-phài)的宴席(iàn-se̍k); 
    眾: 咱著飲吃(lim-chia̍h)上帝的禮物。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04 「我欲謳咾」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Redeemed, How I Love to Proclaim It” 
  Piano: 陳蓓蓉姐 
                                                                                        Piano: 吳曼麗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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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上帝，阮承認阮無照祢的旨意來行。祢互阮智慧的恩賜，但
阮繼續作愚蠢的人。祢將生命的餅賞賜互阮，阮卻堅持行在死亡的
道路。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幫助阮會通閣卡(khah)好來使用祢互
阮的生命，在萬項事來榮耀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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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林多前書 13: 8-13 

  (新約: 藍 p197; 紅 p267; 棕 p267)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仁愛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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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52 「大家勇敢同齊腳步」(唱 1,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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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願上主大仁愛」 

祝禱*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 (阿們，阿們，阿們)  

殿樂 Postlude “Count Your Blessings”          Piano: 陳蓓蓉姐 
                                                                                        Piano: 吳曼麗姐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出席與奉獻  

日期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8/12 
TM 83 人  
SKY 15 人 

TM  $3,079.00 
SKY $2,141.00 

PW $173.50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事工的方向；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
心靈；美珍姐/主中長老及家人；東亮長老/夢梅姐及家人；慶弘
兄/美瑛姐及家人；忠揚兄的妹夫 Steven 及妻子 Elite；詠偉兄的
女友 Cindy 及她的父母親；凱雲姐的母親；俊彥兄與尚芬姐；艷
紅姐；叔承的母親；教會兄姊們的新生兒孫；待產的姊妹們；
教會長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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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謝謝楊伯威神學生的證道! 

2. 校園事工訂於 8/26(日)下午 2 點與台灣同鄉會、羅格斯大學台

灣研究生社團及台研社一同舉辦迎新餐會，地點在本教會，

需要兄姐們幫忙提供飲食，意者請洽 Mandy，請多多參加與

支持! 此外，若是兄姐們要捐贈小家電或廚具給新生，可以

在迎新當天帶到教會。謝謝! 

3. 2018經常費從年初至今有$-1,688.97淨虧損額 (2017同時期淨

虧損額是$-47,117.96). 奉獻比去年同時期增加$20,352.70 (或

11.57% ).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 Darren Ochs長老。 

4. 請留意! 教會的夏令時間到 8月底為止。從9/2(日)起將恢復經常

作息時間，主日聚會時間改回 1:15pm.  

5. 原訂於 8/26(日)下午姚亘貞神學生的新約導論-2，將改到 9/2(日)

主日學時間! 

生活充實俱樂部：  

 8/22劉怡明先生  “五十年前之大車禍” 
 8/29施永强教授  “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社區消息: 

 台灣同鄉會(TAANJ)8/25(六)舉辦年度野餐會，地點在 Mercer 

County Park EAST picnic area, 12-5pm. 請上網報名 (8/20止)。有問題請

洽麗玲姐，謝謝! (https://goo.gl/forms/lzLV0AzRJsZ5v2x72). 
 
每日讀經 (8/19/18-8/25/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8/19 
列王紀上  
8:22-30, 41-43 

你從這段經文中對於上帝的居所學到
些什麼？ 

8/20 詩篇  84:1-6 “住在神的殿中”意味著什麼？ 

8/21 以弗所 6:10-20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在主裡剛強？ 

8/22 約翰 6:56-69 “吃主耶穌的餅可得永生”是什麼意思？ 

8/23 詩篇  96:1-13 
認識和敬拜一位有如此大能的神是什
麼意思？ 

8/24 
帖撒羅尼迦前書
1:1-10 

你如何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8/25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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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8/19/2018) (8/26/2018) 

招      待 林珍珠 林珍珠 

音  樂 / 司   琴 吳曼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林茂清 許毓升 

講      道 楊伯威 姚亘貞 

來      賓 梁璋琦 蘇添貴 

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林繼義 賴基生  /  林繼義 

司      獻 
洪潔君 

吳建勳      邱瀚賢 
蘇添貴 

吳建勳      邱瀚賢 

清 點 奉 獻 林嘉柔      羅浚哲 林嘉柔      羅浚哲 

育       嬰 劉麗玲     鄭文錦 劉麗玲     余鈴珠 

值 日 長 執 許毓升      徐光武 Christine Su     徐光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