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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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傑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October 21,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向主唱一首新歌; 
眾: 全地攏著向主唱歌。 

 司: 那些疼主的人，上帝欲拯救; 
    眾: 當 In 求叫的時，上帝欲應(ìn) In。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33 「至大主上帝，祢名是至聖」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I believe”   聖歌隊 
  by S B Boersma and D Lantz III 

In the darkness, no tomorrow can be seen. 
Future fades while present lingers, hope is gone. 
Clouds in layers hide the sun, but still it shines. I believe. 
 
Friends depart with all the joy that friendship brings. 
Fear and doubt are my companions day and night. 
Yet although I feel it not, God’s love is ther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Following the darkness, there is dawn. 
I believe. I believe. Through the long night hours, love lives on. 
I believe. I believe. 
 
God of love, exalted high upon Your throne,  
In Your heart are words of mercy for Your child. 
In the silence, in the silence as I wait to hear my name,  
I believe. I believe. When I cannot hear Him, God is there. 
God is always listening to my prayer. 
In the silence, I remember, In the silence, I remember; I believe. I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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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ô)找尋(cháu-chhōe)祢的旨意。阮試圖(chhì-
tô)͘掌管祢的創作，卻無法度了解祢偉大的設計。阮欲分享祢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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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座，但是阮未通忍受憂傷的十字架。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求祢幫助阮放落家己，閣賜阮謙卑的心，獨獨信靠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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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伯記 38:1-7, 34-41 

  (舊約: 藍 p574; 紅 p652; 棕 p652)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上帝在那? (二)」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37 「羊九十九倒啲平安」(v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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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上帝子民佇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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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 

10/14 台語 69 人, SKY 25 人 
台語 $7,343.00, SKY  $575.00 

感恩 $600.00 

主內交通與代禱 : 

 再榮兄的二哥在台病危，再榮兄已趕回台，請為他及二哥代禱! 

 茂清長老於 10/17(三)接受 quadruple bypass 心臟手術，一切順

利，感謝主! 請勿探訪或打電話，只為他的復原及玉屏姐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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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執改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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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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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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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候選人名單如下，請預留時間
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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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楓琇(三年任)  
3. 小會決定不使用目前所制訂的臨時教會標誌(sign)，而將在新

堂的建築藍圖中涵括兩個分別獨立的 (TAFPC, HPC)標誌位置。 
4. 11/18(日)本會將舉行洗禮、轉籍與堅信禮，意者請向黃景

彬牧師登記。受洗學道班是 11/3, 11/10 & 11/17 (六) 10am, 
轉籍是 11/17 (六)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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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基要真理 - 聖靈” ，由黃景彬牧師主

理，歡迎踴躍參加！下週因召開和會，成人主日學暫停。 
3. 感謝所有捐贈電視給教會的兄姐，使得禮拜程序更加的流暢! 
4. 教會廚房煮飯用的電鍋少了兩個內鍋，若有外借的，請速歸

還! 謝謝! 
5. 今天下午有流感疫苗預防注射(flu shot)，2:30-4:00pm, 在樓下

Room 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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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1/4(日)是今年日光節約時間結束的日子，請記得在 11/3(六)
晚上睡覺前，將時鐘往回撥一小時 (夜間多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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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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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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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努力邀請親朋好友和家人以及社區鄰舍來參加。謝謝！ 

 
每日讀經 (10/21/18-10/27/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0/21 以賽亞書  
25:6-9 

上帝以什麼方式抹去了你的或你所愛的
人的眼淚？ 

10/22 詩篇  24 見上帝的面，對你有什麼意義？ 

10/23 啟示錄 21:1-
6a 

你曾如何經歷過上帝與你同在並抹去你
的眼淚？ 

10/24 約翰 11:32-44 上帝如何解開你的束縛並給你新生命？ 

10/25 詩篇  123 你幾時曾體驗到這詩篇中所描述的上
帝？ 

10/26 西番雅  
1:7, 12-18 

為什麼上帝對那些滿足於生命的渣滓的人
生氣？ 

10/27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0/21/2018) (10/28/2018) 

招      待 劉麗玲 劉麗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張文旭 

來      賓 蘇英世 蘇英世 

影  音 /  錄  影 賴基生  /  張文旭 賴基生  /  陳毓盛 

司      獻 
蘇添貴   

李淑真      李昭瑩 

蘇添貴   

李淑真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林珍珠      羅浚哲 林珍珠      羅浚哲 

育       嬰 呂文琴      鄭文錦 呂文琴     余鈴珠 

茶點預備 劉麗玲 陳美珍 

茶點分配&清理 賴基生     羅浚哲 李英民      蔡美娟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賴基生 Darren Ochs     賴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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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0/24  翁玉屏女士   “古埃及讀書心得(一)” 
 10/31  Mr. Yukari & Mr. Kumi “Senior Wellness Management / Vitamins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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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 Princeton Outreach, 10/28(六), 10am-12pm，為台灣發
聲。讓更多人看見台灣，聽見台灣的聲音，一起支持台美人 s
的訴求。地點: Palmer Square Tiger Statue (40 Nassau St., Princeton).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0/21/18) 

主  理 
(10/21/18) 

主  理 
(10/28/18) 

地    點 
(10/21/18)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李秀文 白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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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和會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黃景彬 和會/查經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暫停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0/23/18) 
創世記 

23:1-25:11 
李淑真 

(10/30/18) 
創世記 

25:12-27:41 
楊純貞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0/26) 

8pm-10pm 
 

Edison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張文旭 
 

蘇英世 

經文 
 

彼後 2 
 

彼後導論
&1:1-21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