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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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淑玲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Octob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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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體的人怎樣會得著永生？ 
    眾: 在(chāi)上帝萬事攏會。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181 「同心謳咾天父」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Anthem  “Hear My Prayer, O God”   聖歌隊 
  by E. Butler 

Hear my prayer, O God, give ear to my plea, incline your ear and hear my cry,  
Hear my prayer, O God, put my foot on a rock and set a new song in my heart. 
I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 Lord to hear my cry. 
He put a new song in my voice, a song of praise to our God! 
 
Hear my prayer, O God, give ear to my plea, incline your ear and hear my cry, 
Hear my prayer, O God, put my foot on a rock and set a new song in my heart. 
I delight to do your will, O God, for Your law is in my heart. 
Do not withhold Your mercy from me, let Your steadfast love preserve me! 
 
Hear my prayer, O God, give ear to my plea, incline your ear and hear my cry, 
Hear my prayer, O God, put my foot on a rock and set a new song in my heart.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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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活的上帝，阮承認阮無尋求(cháu-chhē)祢的旨意。祢顯明互阮知
什麼是良善，但阮猶原受著邪惡的迷惑。祢要(bē)互阮豐富的人
生，但阮只有愛錢財的滿足。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幫助阮靠著
祢的話的力量，來剪除一切的虛假，閣打開心門來接受新的生命；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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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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伯記 23:1-9, 16-17 

  (舊約: 藍 p560; 紅 p634; 棕 p634)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上帝在那? (一)」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37 「羊九十九倒啲平安」(v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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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萬軍的主，至聖的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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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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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義長老與雅雅長老；忠揚兄的妹夫 Steven及妻子Elite；凱雲姐

的母親；俊彥兄與尚芬姐；艷紅姐；麗玲姐的小舅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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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六) 4:30pm 有華語禮拜，歡迎邀請親朋參加! 
2. 10/27(六)是教會秋季大掃除日，早上 9:00 開始，請兄姊

們預留時間，一起來參與! 
3. 10/28(日)是追思過往親友的主日崇拜，當天下午召開會員大

會，改選部分長執，請預留時間出席參加! 長執候選人如下： 
長老候選人: 1) 張文旭(三年任) 2) Jack Tsai(三年任) 

3) TBD(一年任) 4) TBD(三年任) 
執事候選人: 1) 徐光武(兩年任) 2) 蔡賢奕(三年任)  

  3) TBD(三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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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林詠偉兄主講，主題是“增進親子關係系列-
6” ，歡迎踴躍參加！下週由黃景彬牧師主理“基要真理 - 聖靈”。 

3. 教會秘書將於 10/17-11/7 外出，若有事需要聯繫教會辦公
室，請寫 e-mail 到 tafpc@tafpc.org. 謝謝！ 

4. 教會辦公室即將更新會友通訊錄，若是你的住址、電話及家
庭情況在過去兩年內有變更，而你不確定是否曾通知教會辦
公室，請將中、英文姓名、地址及電話等一起 e-mail 到
tafpc@tafpc.org,  謝謝！ 

5. 10/21(日)下午 2:30-4:00有流感疫苗預防注射(flu shot), 在樓下
Room E.  僅有一天，請事先向蓓蓉長老登記! 

6. Sky 將於 11/10(六)舉辦一個 Coffeehouse 的活動。以音樂、藝

術及詩詞等邀請全教會及社區一起交誼。徵求統籌小吃/飲

料的義工，並且歡迎踴躍參與節目分享。有意參與節目或志

願幫忙者請洽 Christine 長老。請幫忙邀請親朋好友和家人以

及社區鄰舍來參加。謝謝！ 

 

生活充實俱樂部：  
 10/17     陳培權先生  “日本租車自駕旅遊的經驗分享” 

 10/24    翁玉屏女士    “古埃及讀書心得(一) ” 

出席與奉獻  

日期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10/07 92 人  $2,934.00  感恩$200.00  

mailto:到tafpc@tafpc.org
mailto:到tafpc@tafpc.org
mailto:到tafpc@taf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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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10/14/18-10/20/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0/14 約伯記  
42:1-6, 10-17 

這段經文告訴你神與我們的關係是什
麼？ 

10/15 詩篇   
34:1-8, 19-22 信靠主意味著什麼？ 

10/16 希伯來書 
7:23-28 

你從這篇經文學到什麼有關於基督徒
領導？ 

10/17 馬可 10:46-52 有信心是什麼意思？ 

10/18 馬太 25:1-3 什麼會導致你錯失進入上帝的國度？ 

10/19 士師記 4:1-7 從先知底波拉身上，你對於上帝在人
類社會中的作為有什麼了解嗎？ 

10/20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社區消息： 

 Community Option 及 Creative Flow 將於 11/3(六)2pm 在本
教會舉辦年度音樂會，歡迎參加！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0/14/2018) (10/21/2018) 

招      待 劉麗玲 劉麗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魏淑玲 張文傑 

來      賓 蘇英世 蘇英世 

影  音 /  錄  影 賴基生  /  張文旭 賴基生  /  張文旭 

司      獻 
蘇添貴   

李淑真      徐光武 

蘇添貴   

李淑真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林珍珠      陳美玲 林珍珠      羅浚哲 

育       嬰 呂文琴     Nua Tsai 呂文琴      鄭文錦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張文旭    陳玫麗 賴基生     羅浚哲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賴基生 Christine Su     賴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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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0/14/18) 

主  理 
(10/14/18) 

主  理 
(10/21/18) 

地    點 
(1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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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林詠偉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林詠偉 黃景彬 Basement 
Room E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0/16/18) 
創世記 

20:1-22:24 
陳玫麗 

 

(10/23/18) 
創世記 

23:1-25:11
李淑真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0/19) 

8pm-10pm 
 

Bridgewater 
 
Princeton 

主理 
 

楊英才 
 
張文傑 

 

經文 
彼後導論
&1:1-21 

 
彼後導論
&1:1-21 

招待家庭 
英才與慧芬家  
908-704-1529 
 
陳蓓蓉家          

609-921-3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