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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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毓升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吳曼麗姊妹 
 1:15 pm                                                                       September 02, 2018 
﹌﹌﹌﹌﹌﹋﹌﹋﹌﹋﹌﹌﹋﹌﹌﹌﹌﹌﹋﹌﹌﹌﹌﹌﹌﹌﹌﹌﹌﹌﹌﹌﹌﹌﹌﹌﹌﹌﹌﹌﹌﹌﹌ 

序樂 Pre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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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慷慨的行動攏是上帝的禮物， 
    眾: 祂用話生咱。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31 「天父疼咱世間眾人」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by 蕭泰然 
  聖歌隊/李郁瑩伴奏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擔當罪過及煩惱， 
真正咱有大大福氣，萬事攏通對祂討；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擔當罪過及煩惱， 
真正咱有大福氣，大福氣， 
心肝常常失落平安，沓沓掛慮艱苦，艱苦事， 
這是對咱未有深信，未有放心交託主。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擔當罪過及煩惱， 

真正咱有大福氣，大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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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對阮的疼豐豐富富，
但是阮互阮的心變冷淡。你用憐憫洗阮清氣，阮卻在罪惡中污穢(ù-

òe)家己。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互阮一個新的信念：就是疼祢閣
彼此相疼，親像祢疼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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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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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Scripture 雅歌 2:8-13 

  (舊約: 藍 p738; 紅 p857; 棕 p857)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恩典」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94 「我心免僥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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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69 「請來，忠誠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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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日期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8/26 TM 85 人 ;   SKY 22 人 
TM       $4,580.00  
SKY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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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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9/15(六) 4:30pm將開始教會首次的華語禮拜，歡迎邀請親朋參加! 

2. 10/7(日)是世界公同聖餐日，本會將與 HPC 教會聯合禮拜，當
天聚會時間改為 11:30am，聚會後有 potluck，主日學暫停，
請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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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成人主日學由姚亘貞神學生教導新約導論-2，

2:45pm, 歡迎踴躍參加! 下週講員是黃景彬牧師，主題: 基

要真理 - 聖靈。 

3. 家庭團契將在 9/8(六) 11:30am 舉辦保齡球比賽和台灣美食品

嚐。地點在文川長老的 Middletown Harmony Bowl (1815 State Rt. 

35, Middletown, NJ). 球賽後，若時間許可，有興趣者可以到海邊

走走。想要訂購肉圓者，請預先告知 JC兄，謝謝合作! 

4. 手鐘隊招募新隊員，9/16(日)起恢復練習，意者請洽玫麗姐或

曼麗姐，歡迎踴躍參加! 

5. 長老教會東北區婦女會將於 9/28-9/29 在紐約州舉辦秋季聚

會，有意願參加者請洽淑玲長老或秀芬姐。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9/02/2018) (9/09/2018) 

招      待 楊靜雅 楊靜雅 

音  樂 / 司   琴 吳曼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許毓升 魏淑玲 

來      賓 鍾崇仁 鍾崇仁 

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陳毓盛 吳建勳  /  陳毓盛 

司      獻 
洪潔君 

黃文秀      賴基生 
洪潔君 

黃文秀      賴基生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李淑文      黃再蘭 李淑文      Nua Tsai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邱漢賢      林柏儀 蘇英世       梁慶弘 

值 日 長 執 許史青      李淑真 許史青      李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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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9/05王明哲先生  “王明哲作曲演唱” 
 9/12 Dr. Su Wang  “Hepatitis” 

每日讀經 (9/02/18-9/08/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9/2 
箴言  
22:1-2, 8-9, 22-23 

上帝對富人和窮人的態度是什麼？ 

9/3 詩篇  125 信靠上帝意味著什麼？ 

9/4 雅各書 2:1-17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活出有信心的行為？ 

9/5 馬可 7:24-37 什麼需要被打開才能使你有信心？ 

9/6 帖撒羅尼迦 2:1-8 你分享信仰的動機是什麼？ 

9/7 馬太 22:34-46 
耶穌如何幫助你重拾祂對你的生命和
你的團體起初的呼召？ 

9/8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9/02/18) 

主  理 
(9/02/18) 

主  理 
(9/09/18) 

地    點 
(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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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pm 姚亘貞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3:15pm 姚亘貞 黃景彬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9/04/18) 
 

暑休 

(9/11/18) 
創世記導論(下) 
黃景彬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9/07)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 

 
Princeton 

 
 
 

主理 
廖愛信 

 
劉怡和 

 
何德淵 

經文 
提後 
2-4 
提後 

1 
提後 
2-4 

 
 

招待家庭 
清一與愛信家 
732-500-3658
怡和與秀美家  
732-922-9689 
民安與純貞家  
908-874-0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