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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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毓升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Sept 15,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咱來佇遮(chia)欲(beh)尋上帝， 
眾(台): 其實上帝已經啲(teh)尋咱。 

司(台): 咱來佇遮(chia)欲(beh)及上帝講話， 
眾(台): 其實上帝已經啲(teh)及咱講話。 

司(台):咱來敬拜上帝、聽上帝的話， 
眾(台):伊呼召咱作伙，閣引導(chhōa)咱轉去(tńg-khì)厝。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59「上帝設立聖教會」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The Heavens Proclaim」 聖歌隊 
  B. Marcello 
  Arr. H.H. Hopson  

The heav’ns proclaim the Lord of Life; 
the heights show forth God’s majesty. 

Each day awakes to the rising sun; 
each night unfolds from night to night.  

No word is heard, yet their voices ring through the earth.   
From morning dawn to setting sun, praise God, Creator, Mighty One.  
God made the earth and heav’n above and rules o’er all in might and love.  
God made the earth and heav’n above and rules o’er all in might and love.  
Each day awakes to rising morn; each night unfolds from night to night.   
From morning dawn to setting sun, praise God, Creator, Mighty One.  
God made the earth and heav’n above and rules o’er all in might and love.  

The heav’ns proclaim, the heights show forth,  
show forth God’s glory. O praise the Lord!  

From morning dawn to setting sun, praise God, Creator, Mighty One.  
God made the earth and heav’n above and rules o’er all in might and love 

The heav’ns proclaim the Lord of Life;  
the heights show forth God’s glory for evermore, for ev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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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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祢疼阮，照顧阮這些(chia-ê)佇祢懷裡(hoâi-nih)的
羊。祢用祢家己做米糧、用恩典做水來供應(kiong-èng)、
養飼(iún -chhī)阮。主啊，但是阮猶原行迷路，若親像阮無
需要祢的疼。主啊，阮猶原行迷路，若親像阮會當(ē-tàng)
靠家己來生存。主啊，請赦免阮！用一句溫柔的話及一
個對祢的應允所來的提醒，呼召阮倒轉。主啊，請赦免
阮！用牧者的拐(koái)及有通小可(sió-khóa)看著祢的供應，
來呼召阮倒轉。因為阮煩惱，若無祢的聲音來引導，阮
就會找無轉去(tńg-khì)厝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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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舊約: 藍 p592, 紅 p676, 棕 p67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帝的天地」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02「主將細子交代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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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耶穌尊名入我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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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明兄感謝兄姊們的代禱與關懷，但是請勿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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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2019) (9/22/2019) 

招      待 郭淑華 黃文秀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許毓升 張文旭 

來      賓 梁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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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武    郭淑華 徐光武    余秀美 

育       嬰 Nua Tsai 洪潔君 

茶點預備 廖愛信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林主中   陳美珍 蘇添貴   孫淑真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陳虹伶 魏淑玲   陳虹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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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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有“暑期短宣報告”。下週主題是“基
要真理 #10 - 教會” ，由黃牧師主持。9/29(日) Paul牧師
將教導“Spiritual Growth and Spiritual Discipline, with lessons 
from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3. 今天2:20pm有婦女茶會(Room E)，內容是“手工染布”。 
4. 感謝慶賢長老、繼義長老、璋琦兄、文義兄及家豪兄
為教會所有緊急出口燈換上新的 LED 燈泡，並處理了
所有火警違規的問題。  

5. 截至 9/08止，今年的經常費有$-44,531.53淨虧損額 (去
年同時期淨虧損額是$-11,819.85). 奉獻比去年同時期減
少$54,930.90 (或-23.57%).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
Darren Ochs長老。 

6. 家庭團契訂於 9/28(六)在文川長老的保齡球館 (1815 Rt 
35N, Middletown, NJ 07748)舉行保齡球比賽，並共進午
餐。比賽大約在 1:30pm 開始。若想訂購傳統的台灣
菜 (如肉圓等)，請於 9/23(一)前與 JC聯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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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9/21(六) 4:30pm 有華語禮拜，歡迎邀請親朋參加。 
2. 長執提名委員會邀請兄姐踴躍在 9/29(日)之前向委
員們推薦長執候選人。長執提名委員會成員如下: 
文傑長老、楓琇長老、玫麗執事、文義執事、詠偉
兄、純貞執事及英世執事。 

3. 教會徵聘辦公室助理一名；希望能在今年 12月第一
個禮拜開始工作。有意願者請洽黃牧師或英才長老。 

出席與奉獻: 9/08/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4,   SKY 16 台語  $1,705.00 ,  SKY  $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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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有需要的兄姊請直接向教會辦公室索取。 

生活充實俱樂部：  

 09/18  Video “Bring Down Your Blood Sugar!- GATTEN!”    
社區消息: 

 FAPA-NJ 訂於 9/28(六)藉本教會邀請 FAPA 總會長 
郭正光博士演講 “The Status of FAPA, US-Taiwan 
Relation and Looking Forward”,中午 12 點午餐交誼
開始，免費用，請向文旭長老報名。 

 9/29(日)下午 4:30 在教堂將有一場台灣電影欣賞
會。片名是“疾風魅影-黑貓中隊紀錄片”。建議捐
款每人$10，詳情請見公佈欄上的海報。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9/15/19) 

主  理 
(9/15/19) 

主  理 
(9/22/19) 

地    點 
(9/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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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 
短宣隊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9/17/19)  
Nua Tsai 

以賽亞 40:31 
 
 

(9/24/19)  
陳玫麗 

TBD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9/20) 

8pm-10pm   
Bridgewater  

 
Princeton     
 

主理   
蘇添貴     
張文傑 

經文  
創世記
18:1-33  
創世記
18:16-33 
 

招待家庭  
添貴與淑真
732-412-6630
繼義與曼麗
908-874-4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