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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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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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楓琇長老    證道: 蔡佳君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Sept 29,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謳咾主! 
眾(台): 眾人啊，謳咾主! 
司(台):佇咱活啲(teh)的時，著謳咾主。 
眾(台): 咱著唱歌謳咾主!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18「我心謳咾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Softly and Tenderly」 聖歌隊 
  Words and Music by Will L. Thompson 
  Arr. by Joel Raney  

Softly and tenderly Jesus is calling, 
     Calling for you and for me; 

     See, on the portals He’s waiting and watching, 
     Watching for you and for me.  

[Refrain] Come home, come home, 
         Ye who are weary, come home; 

         Earnestly, tenderly, Jesus is calling, 
         Calling, O sinner, come home!  

Why should we tarry when Jesus is pleading, 
     Pleading for you and for me? 

     Why should we linger and heed not His mercies, 
     Mercies for you and for me?   

Come home, come home, 
         Ye who are weary, come home;  

O, for the wonderful love He has promised, 
     Promised for you and for me! 

     Though we have sinned, He has mercy and pardon, 
     Pardon for you and for me. [Ref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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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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創造生命閣稱伊做好。當阮看𣍐(böe)著祢的
恩惠的時，請赦免阮! 祢呼召阮服事祢及阮的厝邊；當
阮反轉服事權力、金錢、抑是(ia̍h-sī)地位的時，請赦免
阮! 祢是至高，值得(ta̍t-tit)阮的謳咾；當阮因為太(siu )n
軟弱，無法度通信任祢；抑是太(siu )n厭累(ià-siān)無法
度通閣再努力(ló-͘le̍k)的時，請赦免阮! 雅各的上帝啊，
請聽阮的懇求。當阮認罪的時，求你接納阮，引導阮
進入閣卡深的信仰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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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 15:11-27 (新約: 藍 p88, 紅 p124, 棕 p124)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愛的大逆轉」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322「我前若羊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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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願上主大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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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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9/29/2019) (10/06/2019) 

招      待 郭淑華 林嘉柔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蘇楓琇 張文傑 
來      賓 楊英才 林嘉柔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林繼義 吳建勳 / 陳毓盛 

司      獻 
蘇添貴 

陳虹伶    吳建勳 
李淑真 

黃文秀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郭淑華 林嘉柔    余秀美 
育       嬰 李淑真 許史青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吳建勳   黃詠恩 陳毓盛    李昭瑩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陳虹伶 Darren Ochs 吳建勳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文傑長老因跌倒，手腕開刀，請代禱早日完全康復! 
 麗玲姐跌傷背部，無法躺臥，請代禱早日完全康復! 
 教會的合一；教會事工的方向；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
身心靈；泰明兄的家人；Paul 牧師及家人；李俊德的家
人；詠偉兄(Dennis)的家人；Jack Tsai 長老與 Nua 姐；德
淵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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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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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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由 Paul牧師教導“Spiritual Growth and Spiritual Discipline, 

with lessons from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3. 在 10/06成人主日學時間 Paul牧師將主持 “與 Jimmy
牧師的對話”，討論有關對教會與牧師各項事工的質
疑與問題。如果有時間，COM的代表也會參加。 

4. 當你的車停在停車場最靠近教堂那一排時，請把車頭
緊靠黃色界線，好讓車後面有更多的空間可容其他車
輛通行及停車，謝謝! 

5. 感謝仲嬰兄溫馨提醒，今年新州老人地產稅凍漲計劃
10/31(四)截止申請，需要申請表者請洽教會辦公室(Shu).  

6. 家庭團契/TKC 訂於 10/12(六)合辦秋季健行，10 am-2:30 
pm, 在D & R Canal State Park. www.dandrcanal.com. 全程4.5英
哩。停車與集合地點是 776 Mapleton Road, Princeton, NJ 
08540. 健行後在Princeton午餐。詳情請洽德淵長老。當
天聯絡人: 德淵長老(732-902-1769)及詠偉兄(909-224-8550).  

7. 為配合教會 10月份的活動，秋季大掃除將延至

11/9(六)，請兄姐預留時間來幫忙，謝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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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牧師將於 10/07-10/14 外出。然後，他將於

10/15-10/19 參加 TCCCNA 北美教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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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是兄姐要推薦長執候選人，請在今日內向下列長
執提名委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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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andrca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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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9/21-22/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華語 20 + 4 kids,   
台語 69, SKY 13 

台語/華語  $3,645.00 ,  SKY  $205.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10/02   陳光榮醫師   “What can an Urologist do for you?”   

 10/09   蔡 啟東醫師   “U.S. National Parks”   
每日讀經 :有需要的兄姊請直接向教會辦公室索取。  
社區消息: 

 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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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9/29/19) 

主  理 
(9/29/19) 

主  理 
(10/06/19) 

地    點 
(9/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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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佳君 
黃景彬 / 

D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D Paul 
LaMontagne 

D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0/01/19)  
李淑真 

(10/08/19)  
Nua Tsai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0/04) 

8pm-10pm   
Bridgewater  

 
Princeton    
 

主理   
林茂清     
何德淵 

經文  
創世記
19:1-38  
創世記
19:1-38 

 

招待家庭  
茂清與玉屏
908-638-5346
文傑與潔君
908-281-5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