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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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淑玲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Sept 08,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咱親像上帝的家庭聚集作伙， 
眾(台): 結連佇基督的身軀(seng-khu)內(lāi)面。 

司(台): 咱親像上帝的仔兒聚集作伙， 
眾(台): 受呼召佇聖靈的同在裡(lin)。 

司(台):今(ta )n咱聚集來敬拜上帝， 
眾(台):佇教會生活中合一。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171 「上帝所賜活命」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Song of the Potter」 聖歌隊  

Master, Creator, in earnest I pray;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Savior, Sustainer, begin me anew; 

bend me and break me; my trust is in You. 
Mold me, mold me and make me. 

Sculpt me with care so that I may serve, 
shape me forever with Your Holy Word. 

Test me and prove me with fire from above; 
create in me a heart for Your love. 

Artist, Designer, touch me with grace; 
I now surrender to Your firm embrace, 

because You love me, because You love me. 
Have Your own way, Lord, have Your own way.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after Your will, 

while I am waiting, yielded and still. 
Mold me, because You lov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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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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祢是燒磁(sio-hûi)師傅，創造世界，也塑造(sok-chō)
阮的心靈。祢的創造是恩典的作為，祢的每一句話攏是
生命的源泉(goân-chôan )。上帝啊，當阮佇祢面前認罪的
時，請祢閣一遍塑造(sok-chō)、改變阮。用祢活水的靈滴
入阮枯乾(ko-͘ta)、裂開(pit-khui)的墘(kîn )；用溫柔的手推(sak)
阮來顯出祢的手藝(chhiú-gē)。佇怨恨的所在創造疼，佇淺
薄的宗教中創造深的信仰，佇自私的痟(siáu)貪創造慷慨，
佇破碎中創造完全。因為阮知，祢佇阮身軀頂(sin-khu-téng)
的工作猶𣍐(iáu-bōe)完成，但是阮的生命欲(bē)佇祢裡面得
著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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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讀經 Scripture  

詩篇 125 (舊約: 藍 p678, 紅 p790, 棕 p78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帝給人的保證」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223 「徛起至高隱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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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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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441 「上帝聖神引導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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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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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和好”，由魏淑玲長老主講。
下週是“暑期短宣報告” 。 

3. 婦女會茶會將於 9/15(日)下午 2:20 於樓下 Room E 舉
行，聚會內容是“手工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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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會 COM 批准並接納蔡佳君牧師成為 New 

Brunswick 中會會員。自 09/04(三) 起蔡牧師正式加
入台美教會牧師群。小會感謝聘牧委員會在尋聘過
程中的投入和努力，聘牧委員會的成員如下: 黃景
彬牧師、魏淑玲長老、Christine Su 長老、蘇楓琇長
老、林詠偉兄及林又堅兄。 

2. 9/15(日) 11:15am-12:30pm 在樓下 SKY 禮拜堂，教會將
開始第一次的主日華語禮拜，歡迎邀請親朋參加。 

3. 9/21(六) 4:30pm 有華語禮拜，歡迎邀請親朋參加。 

出席與奉獻: 9/01/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68,   SKY 9 台語  $1,128.00 ,  SKY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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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珍珠姐於 9/3(二)發生輕度腦出血，目前情況穩定，將
進一步接受治療。請為她的康復與照顧母親的辛勞代
禱。她懇請兄姐讓她安靜休息，請勿探訪!! 謝謝! 

 教會事工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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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9/08/2019) (9/15/2019) 

招      待 郭淑華 郭淑華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魏淑玲 許毓升 

來      賓 楊英才 梁璋琦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林繼義 蔡賢奕 / 林繼義 

司      獻 
蘇添貴 

陳虹伶    吳建勳 
蘇添貴 

陳虹伶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Darren Ochs  郭淑華 徐光武    郭淑華 

育       嬰 李淑文 Nua Tsai 

茶點預備 外賣 廖愛信 
茶點 

分配&清理 黃晉文    呂文琴 林主中   陳美珍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洪潔君 魏淑玲   陳虹伶 

生活充實俱樂部：  

 09/11葉宜津女士 “TBD”   

 09/18  Video “Bring Down Your Blood Sugar!- GATTEN!”   
每日讀經 : 請有需要的兄姊直接向教會辦公室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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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9/08/19) 

主  理 
(9/08/19) 

主  理 
(9/15/19) 

地    點 
(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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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魏淑玲 

暑期 
短宣隊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NA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9/10/19)   
黃景彬 

 

(9/17/19)   
TBD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9/13) 

8pm-10pm   
Edison  

 
Princeton     
 

主理   
陳毓盛     
張文傑 

經文  
創世記

17:1-18:15  
創世記

17:1-18:15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繼義與曼麗
908-874-4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