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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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英才長老      證道: 謝敏川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Novembe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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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欲(beh)來做王， 
    眾: 榮光歸佇(tī)上帝到代代無盡!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4 「我心謳咾至高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Rejoice! Give Thanks! Sing!”   聖歌隊 
  Words by JP Williams; Music by JM Martin 

 
Rejoice, the Lord is King; your Lord and King adore! 

Rejoice, give thanks and sing, and triumph evermore. 
Lift up your heart, lift up your voice! Rejoice, again I say, rejoice! 

 
I will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 will rejoice and sing in celebration. 
I will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the wonders He has done. 

The voices of creation break forth in jubilation. 
In unity they raise their praises as one. 

 
Rejoice, give thanks and sing. Alleluia. Be glad in everything. 

With crowns of praise exalt the King of kings.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 will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 will give thanks. 
 

The Lord is gracious and good to all. 
His mercy is forever, enduring is His law. 

The lord is righteous and quick to forgive. 
Rejoice in His grace. Proclaim His praise. Trust in the Savior and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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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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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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帶著
榮光來到阮中間，阮卻向祢掩(am)阮的面。祢將真理講互阮
聽，但是阮對祢的話關(koaiⁿ)阮的心門。恩典的上帝，請赦免阮! 
求祢釋放(tháu-pàng)阮脫離罪惡，更新(keng-sin)阮的生命，閣
佇阮心中做王，對這日到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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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 18:33-37 

  (新約: 藍 p129; 紅 p177; 棕 p177)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耶穌的國度」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637 「上帝眾子兒報主互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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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我做基督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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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出席人數 11/17 & 11/18經常奉獻 

11/17華語:  35人;     11/18  聯合:  83人 $2,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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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D. Paul LaMontagne 牧師的父親病危，請迫切代禱! 
 加州火災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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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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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 (六)召開長執同工會，10am-2pm, 請2018及2019長執同工

準時出席，以便交接、訓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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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下週是“全教會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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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C 將於 12/2(日)早上 11 點裝飾教會聖誕樹，歡迎兄姊們一

起來參與! 

5. 待降節台語版每日靈修已寄達，共 20 本，有需要的請洽教

會辦公室，一家一份，謝謝! 

6. 年終將近，請各部門趕緊提出請款，以便結算。此外，如果您

有特別奉獻，也煩請在12月底前交給教會。 

7. 請 2018 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契會長在 12/30/2018 (日) 以前將

2018年度報告e-mail 到教會辦公室(tafpc@tafpc.org)。若需要幫忙翻

譯，則請務必在12/23/2018(日) 以前寄達，越早越好，謝謝合作!! 

8. 截至 10/31止，今年的經常費有$ 15,943.66淨收入 (2017同時期

是$--43,032.63 ). 奉獻比去年同時期增加$32, 473.90 (或 12.55% ).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Darren Ochs長老。 

9. 12/28-12/30 全美台灣人基督長老教會婦女會(NTPW)主辦未婚基

督徒聯誼會，地點在Murrieta Hot Spring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費用 $250.00, 詳情及報名請洽文秀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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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1/28    翁玉屏女士  “古埃及讀書心得(2)” 

 12/05    何德淵教授  “善待自己逐步邁向人生終點”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1/25/2018) (12/02/2018) 

招      待 羅浚哲 梁璋琦     陳美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林繼義 

來      賓 張文傑 張文旭 

影  音 /  錄  影 徐光武  /  林詠偉 林秀芬  /  陳毓盛 

司      獻 
劉麗玲 

李淑真       林秀芬 

蘇添貴 

洪潔君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林嘉柔 徐光武      羅浚哲 

育       嬰 李淑文             劉麗玲     黃再蘭 

茶點預備 劉麗玲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SKY       李淑文 蘇添貴     李秀文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劉麗玲 楊英才     林秀芬 
 
每日讀經 (11/25/18-12/01/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1/25 撒母耳下 23:1-7 主的靈以哪些方法藉著你說話？ 

11/26 詩篇 132:1-13 你讓主住在哪裡？ 

11/27 
啟示錄 1:4b-8 

“阿爾法和歐米茄”的來臨將如何影

響社區？ 

11/28 
約翰 18:33-37 

這段經文如何告訴你有關國度和王權

的信息？ 

11/29 羅馬書 15:4-13 關於多元和差異這經文教你些什麼？ 

11/30 
馬太 3:1-12 

約翰所謂的"結出好果子"是什麼意

思？ 

12/1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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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1/25/18) 

主  理 
(11/25/18) 

主  理 
(12/02/18) 

地    點 
(1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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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30pm 謝敏川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暫停 全教會 

主日學 NA 

日 TKC 2:45pm- 
4:00pm 

查經 全教會 
主日學 

Basement 
Room G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1/27/18) 
創世記 
34-35 
黃文秀 

(12/04/18) 
創世記 
36-38 
黃文秀 

Sanctu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