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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Ephesians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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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傑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Sept 01,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著向上帝，咱的氣力，大聲唱歌， 
眾(台): 著出歡喜響亮的聲謳咾雅各的上帝！ 

司(台): 上帝欲(bē)用上好的麥仔互咱吃， 
眾(台): 閣用對石磐出的蜜互咱飽足。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38 「謳咾全能的主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上帝是愛」 男聲聖歌隊  
上帝是疼    人人攏知   賞賜聖子   給世間人 
基督耶穌  為咱釘死  為咱釘死 
上帝是疼   真正是疼  祂疼咱  祂真疼咱 
甚至受釘於十字架    主疼咱  祂看顧咱 
祂是疼       祂真疼咱 
Above the skies of blue I know,  
My Father lives who made them so;  
‘Twas Christ the Lord, who made them blue, 
who made them blue, And He is love, His love is true.  
His love is true, He writes His love on skies of blue; 
In His love He watches you, He is love, His love i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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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憐憫的上帝，雖然阮曾(bat)聽講，至微細的欲做大，但
阮的生活猶原那親像(ná-chhin-chhiūⁿ)阮呣識(m̄-bat)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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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阮追求勢力及特權，贏過謙卑及同情心。阮爬成功
的樓梯，呣爬公義謙卑的樓梯。阮猶閣(iàu-koh)在(le)相
爭榮耀的座位，也想要(bē)限制祢的坐桌邊人客的名
單。佇基督裡，就是阮真實的人性模範裡，求祢赦免阮!
閣互阮知罪反省，通來反映出祢的疼有偌(jōa)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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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45:1-2, 6-9 (舊約: 藍 p612, 紅/棕 p70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王室」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72 「心目向主堅固」 
奉獻 Offertory 「一切獻上」     男聲聖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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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天父看見雀鳥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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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8/18 & 8/25/2019 

8/25禮拜出席人數 8/18+8/25經常奉獻 

台語 65,   TKC/SKY 28 台語  $5,796.00 ,  TKC/SKY  $868.00 

每日讀經 : 請兄姊到公佈欄取用，按照進度靈修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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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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沒有成人主日學，但是需要志願者在主日學時
段幫忙整理教會圖書館的書籍，意者請洽淑玲長
老。下週主題是“和好” 。 

3. 溫馨提醒，從九月份起到今年年底為止，輪值茶點
分配及廚房清理的名單仍登在公佈欄上，請兄姊們
再次查看並記下自己被分配的日期。若有時間上的
衝突請自行找人對調，並馬上通知教會辦公室。其
他疑問請洽毓升(Steven)長老。謝謝! 

4. 藥劑師 Tina姐將於 10/13(日)在教會提供流感疫苗預
防注射 (flu shot)，2:30-4:00pm, 在樓下 Room E. 當天請
攜帶個人醫療(medical)與藥物(drug)保險資料和卡片。 

5. 長老會東北區婦女大會 (PWSNE)於 10/18-10/19 舉行
年度秋季大會，地點在 Stony Point, NY, 報名表在公
佈欄。詳情請洽秀芬姊。  

小會公告: 
1. 小會打算聘請蔡佳君(Annie Kakun Tsai)牧師成為本教
會牧師，目前只等待得到中會的 COM(committee of 
ministry)開會核准。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事工的方向；教會尋聘第二位全職牧師；教牧長執
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 Paul 牧師及家人；李俊德的家
人；德淵長老；泰明兄；詠偉兄(Dennis)的家人；Jack Tsai
長老與 Nua；麗貞姐與珍珠姐；建仁兄；蔡志雄兄；秀
芬姐的父親；梓義長老；俊彥兄與尚芬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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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實俱樂部：  
 09/04溫光勇博士 “梅樹種植，梅酒製作與賞鳥, Bird 

watching”   
 09/11葉宜津女士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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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9/01/2019) (9/08/2019) 

招      待 郭淑華 郭淑華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魏淑玲 

來      賓 楊英才 楊英才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林繼義 蔡賢奕 / 林繼義 

司      獻 蘇添貴 
洪潔君    吳建勳 

蘇添貴 
陳虹伶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郭淑華 Darren Ochs  郭淑華 

育       嬰 許史青 李淑文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吳建勳    許毓升 黃晉文    呂文琴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洪潔君 魏淑玲    洪潔君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9/01/19) 

主  理 
(9/01/19) 

主  理 
(9/08/19) 

地    點 
(9/01/19)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陳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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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整理 魏淑玲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9/06) 

8pm-10pm   
Bridgewater     
 

主理   
彭昕   

 

經文  
創世記

15:1-17:27   
 

招待家庭  
彭昕家       

732-673-2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