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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of God 上帝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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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unday Worship Service Order  

司會 Liturgists：楊英才長老 (Elder Allen Yang) 
  證道 Preacher :  Rev D. Paul LaMontagne      
 司琴 Organist：陳玫麗姐妹 (Ms. Meili Chen) 

  1:15 pm                                                                                  June 23,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咱所敬拜的上帝有何等(hô-téng)的權能， 
 L (E):  How mighty is the God we worship, 

   司(華): 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何等的全能，  
眾(台):甚至連魔鬼嘛(mā)知基督的名，閣知伊的醫

治權能的深度。 
 C(E): that even the demons know Christ’s name and the 

depth of his healing power. 
眾(華):甚至連魔鬼都知道基督的名，以及祂醫治能

力的深度。  
司(台):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何等(hô-téng)的聖潔， 
 L (E):  How holy is the God we worship, 
司(華): 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何等的聖潔，  
眾(台):互咱會將上帝的恩典與水比並(pí-phēng)，閣比並

上帝的疼若像(ná-chhiū )n流動(liû-tōng)的溪水。 
 C(E): that we would compare God’s grace to water, God’s 

love to flowing streams. 
眾(華):使我們將上帝的恩典與水相比擬，又將上帝

的慈愛比喻為流動的溪水。  
司: 咱所敬拜的上帝有何等(hô-téng) 的疼心， 
 L (E):  How loving is the God we worship, 
司(華): 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何等的慈愛，   
眾(台):互咱眾人佇基督裡合一：主一個，信一個，

洗禮一個。 
 C(E): that we find ourselves united in Christ: one faith, one 

Lord, one baptism. 
眾(華):讓我們眾人在基督裡合一:  一主，一信，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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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詩歌*Praise* TKC 敬拜團 /會眾 Congregation 

「在這裡/Here and Now」(請用華/英語) 
「聖神請祢來/Holy Spirit God/聖靈請祢來」 

(歌詞請看夾頁, see insert for lyrics)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為著美麗的地面」 by John Rutter 

  聖歌隊/ flutist: John Lane 
為著美麗的地面，為著燦爛的星辰， 
為著阮出世以來，所受一切的慈愛；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為著逐時的景緻，無論暝日媠無比， 
山水花木好光景，日月星辰照光明；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為著溫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父母情， 
天頂地上好朋友，關心看顧閣溫柔；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為著主至大恩惠，白白賞賜阮人類， 
聖神恩典及人情，地上生活及永生；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謳咾稱呼祢尊名。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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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Let us draw near to God with sincerity of heart and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our spirit washed with His blood. 
Let us confess our sins before God and one another. 
(華)我們來到祢的面前尋求和好與平安，我們希望經
歷寬恕。上帝啊！因祢的恩惠，我們在祢和相互之間
懺悔我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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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齊聲讀祈禱文)  
(台)上帝啊，親像鹿欣慕溪水，阮的靈魂嘛(mā)欣慕
祢。當阮佇枯乾(ko-͘ta)軟弱的時，用恩典的水充滿
阮。當阮饑餓 (iau-gō)跌倒的時，用活命的餅互阮
食。祢呼召阮做祢的奴僕，但阮已經遠遠離開祢的呼
召。活命的上帝，請赦免阮! 求祢用祢的疼充滿阮。祈
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E) As a deer longs for flowing streams, so our souls long 
for you, O God. When we are parched and weak, fill us 
with the waters of your grace. When we are starving and 
stumbling, feed us with the bread of life. You call us to be 
your servants, but we have wandered away from your call. 
Forgive us, God of life, and fill us with your lov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Silent Prayer) 
(華)上帝啊，如鹿切慕溪水，我們的靈魂也切慕祢。
當我們枯乾軟弱時，用恩典的水充滿我們。當我們
饑餓跌倒時，以生命的餅給我們吃。祢呼召我們做祢
的僕人，但我們已經遠離祢的呼召。生命的上帝，請
赦免我們! 求祢用祢的愛充滿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
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赦罪的確信 Assurance of Pardon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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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nyone who is in Christ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life 
has gone; a new life has begun. Know that you are 
forgiven and be at peace.   Amen.    
(華)人若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去，新的
生命已經開始。要知道我們已得赦免，心中有平安。阿們! 

讀經 Scripture  
馬太 10:28, 箴言 1:7, 詩篇 90:11-12 

Matthew 10:28, Proverbs 1:7, Psalm 90:11-12 
司：這是上帝的話   L：This is the word of God 
 眾：感謝上帝         C：Thanks be to God 

證道 Sermon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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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TKC 敬拜團 /會眾Congregation 
「我神真偉大/ How Great is Our God」 

奉獻 Offertory  
三一頌*Doxology* 

(台)天下萬邦萬國萬民，敬拜上帝父子聖神 
謳咾三位一體上帝，尊名流傳直到萬世   阿們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華)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  
唱詩* Hymn Singing* (melody use Taiwanese hymnal)                         
  T#574  「暝日只有信靠主」 
      ( E )  「Trusting Jesus」(see lyrics on slides) 
  (華) 「信靠耶穌」(歌詞請看投影片)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主內交通與代禱 : 

 謝敏川牧師、牧師娘芳肅及女兒理慈都重感冒，身
體軟弱，請切切代禱，早日康復! 

 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
Paul 牧師及家人；逸翔兄的外祖母與家人；麗貞姐
與珍珠姐；蘇俊德(德源兄的表弟)及家人；蔡志雄
兄；Jack Tsai 長老與 Nua; 建仁兄；秀芬姐的父親；
梓義長老；俊彥兄與尚芬姐；凱雲姐的母親；教會
兄姊們的新生兒孫；待產的姊妹們；教會長輩的健
康；教會各事工(SKY、青少年與兒童、社青、家庭
團契、婦女)；兄姊的工作；退休兄姊們生活上的
改變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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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暑期(7-8月)主日聚會將改為中午12點，請留意! 
2. 下主日(6/30)禮拜後，在主日學開始之前，小會將
召開一個 Town hall 會議，讓兄姊們提問有關徵聘
另一位全職牧師的相關事宜。此外，7/14 主日禮拜
後，也將有另一個 Town hall 會議，討論有關華語
禮拜的事，請預留時間。 

3. 7/27(六)在教會有一特殊的培訓，邀請全會眾參加，
9:30-11:30am。主題是“2020 年代台美教會事工”。尤
其鼓勵教會同工們參與。當天下午 12:30-2pm 是小會
的退修會。 

4. 黃景彬牧師於 6/14-6/27 外出，6/28(五)回 NJ。牧師外
出期間，若有任何關懷、牧養的需要，請洽小會書記
楊英才長老或團契事工的張文旭長老。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請一起享用點心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陳虹伶姐及蔡賢奕兄主理，主題
是“有關你的 smart phone 你必須知道的五件事” 。
下週主日學主題是“基要真理#10—教會”。 

3. 感謝毓升長老、文義執事以及教堂管理委員會(PSC)
的辛勞，教會的標誌 (sign)終於豎立起來了。  

4. 尚未報名暑期聯合靈修會(7/19-7/21)的兄姐，請盡快將 
報名表交給辦公室或慶賢長老。謝謝! 

5. 暑期特別音樂事工招募志願者，7/1-8/26。鼓勵願意
以音樂恩賜服事的團體及個人向文傑長老報名。 

 
生活充實俱樂部：  

 06/26 謝昭梅女士 “美國的社會階層：兼論臺灣人在
美國的社會地位”   

 07/03 鄭憲章先生 “Sharing my living wel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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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 請兄姊到公佈欄取用，按照進度靈修默想。 

出席與奉獻: 6/16/2019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88人 下週補報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6/23/2019) (6/30/2019) 

招      待 廖婉妤   施人豪 蘇楓琇    許毓升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楊英才 

來      賓 陳虹伶 羅浚哲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陳毓盛 蔡賢奕 /  陳毓盛 

司      獻 
李昭瑩 

蘇添貴    劉麗玲 
李昭瑩 

蘇添貴     劉麗玲 

清 點 奉 獻 陳美玲    孫淑真 陳美玲     孫淑真 

育       嬰 洪潔君 劉麗玲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 
&清理 

蘇英世   Nua Tsai 莊忠楊    許史青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蔡賢奕 Christine Su  蔡賢奕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6/23/19) 

主  理 
(6/23/19) 

主  理 
(6/30/19) 

地    點 
(6/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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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aul  
LaMontagne 黃景彬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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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陳虹伶 
蔡賢奕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查經 黃景彬 
Basement 
Room E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暑休 暑休 NA 

五 
分區 
查經 
(6/28) 

8pm-10pm   
Edison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蘇英世 

經文  
創世記  
15-16  
創世記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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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分區 
查經 
(6/29) 

8pm-10pm   
Princeton 

 

主理   
張文傑 

 

經文  
創世記  
14-16 

 

招待家庭   
Duke Gar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