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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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玫麗姊妹 
 1:15 pm                                                                        Novemb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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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看顧寄腳者(ê)， 
    眾: 上帝扶持那些(hiah-ê)有需要者(ê)。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 「聖哉、聖哉、聖哉」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Thank The Lord”   聖歌隊 
  Arr. by R. Clausen 

Thank the Lord and sing his praise. 
Tell everyone what He has done. 

Let every man who loves the Lord rejoice and gladly bear His name. 
He recalls His promises and leads His people forth in joy 

with shouts of Thanksgiving. 
Alleluia,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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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多
人努力在(teh)求生存的時，阮沈醉(tîm-chùi)佇阮的勢力及特權；
當那些(hiah-ê)幾乎(kiông-beh)無半項(bô-pòaⁿ-hāng)的人，奉獻 In
的所有的時，阮在誇口(khoa-kháu)阮偉大的貢獻(kòng-hiàn)。恩
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剝(pak)落阮所有的驕傲及虛假，獨獨用祢
的憐憫做阮的衣裳(i-chiûⁿ)，通準備好來迎接祢的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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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得記 3:1-5; 4:13-17 

  (舊約: 藍 p289; 紅 p313; 棕 p31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意想不到的恩典」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74 「暝日只有信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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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我來親近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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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工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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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榮兄/鈴珠姐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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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清長老
及玉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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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六) 4:30pm有華語禮拜，歡迎邀請親朋參加! 禮拜後將與羅
格斯大學TGSA合辦感恩節 Potluck 聚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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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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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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由

黃景彬牧師主理，歡迎踴躍參加！下週主題是“增進親子關係
系列-7”，由林詠偉兄主講。 

3. 請各團契在 11 月底以前完成 2019 新任會長、幹部的選舉，
然後把名單通知教會辦公室，謝謝! 

4. 本會將於 11/24(六)下午 5 點舉行感恩節特別禮拜，會後與台灣
同鄉(TAANJ)一起感恩聚餐，歡迎兄姊邀請親友來參加。當晚聚
餐將採用 potluck 方式，一家一菜 (大約 9 吋 x13吋的盤子) 。請
大家踴躍到公布欄填菜單.  謝謝! 

5. 12/28-12/30 全美台灣人基督長老教會婦女會(NTPW)主辦基督徒
未婚聯誼會，地點在Murrieta Hot Spring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費用 $250.00, 詳情及報名請洽文秀執事。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1/11/2018) (11/18/2018) 

招      待 莊凱雲     蔡賢奕 林詠偉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許毓升 楊英才   Christine Su 

來      賓 張文旭 張文傑 

影  音 /  錄  影 徐光武  /  林詠偉 徐光武  /  林詠偉 

司      獻 蘇添貴   
李昭瑩       林秀芬 

劉麗玲   
李昭瑩       林秀芬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林嘉柔 徐光武      林嘉柔 

育       嬰 李淑文  Nua Tsai 李淑文  鄭文錦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徐清一      廖愛信 林嘉柔     蘇楓琇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蘇添貴 Christine Su    劉麗玲 

出席與奉獻:  

日期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11/04 台語 79人;   SKY 21人 台語 $2,627.00;  SKY  $220.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11/14    黃雪香女士  “Pottery Arts” 
 11/21    陳振庭律師  “Estat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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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11/11/18-11/17/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1/11 詩篇 29 你怎麼聽到上帝的聲音？ 

11/12 羅馬書 8:12-17 被神的靈所引導是什麼意思？ 

11/13 約翰 3:1-17 "從聖靈生的"是什麼意思？ 

11/14 詩篇 96 關於上帝與自然界以及人類之間的關
係這詩篇教你些什麼？ 

11/15 列王記上  
18:20-39 你怎麼知道你相信的上帝是真的？ 

11/16 加拉太 1:1-12 你怎麼知道你所信的福音是真的？ 

11/17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1/11/18) 

主  理 
(11/11/18) 

主  理 
(11/18/18) 

地    點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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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黃景彬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1/13/18) 
創世記 

29:1-30:43 
廖愛信 

(11/20/18) 
創世記 
31-33 
黃文秀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1/16) 

8pm-10pm 
 

Bridgewater 
 

Princeton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廖愛信 
 

張文傑 
 

蘇英世 
 

經文 
 

彼後 3 
 

彼後 3 
 

彼後 2-3 
 
 
 

招待家庭 
清一與愛信家 
732-500-3658 
崇仁與聖珍家  
609-430-0362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