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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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20,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喔!主啊，請將祢的律例教示阮， 
眾(台): 閣互阮通順趁伊到路尾。 
司(台): 賜阮曉悟的心，互阮通保守祢的律法， 
眾(台): 閣用全心來遵守伊。 
司(台): 轉(tńg)阮的心來向(ǹg)祢的法度， 
眾(台): 呣是向自私的利益。 
司(台):轉阮的目睭無看虛榮， 
眾(台): 用祢的道路賜阮活命。 
司(台): 向祢的奴僕確認祢的應允， 
眾(台):互阮敬拜祢。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72「阮愛上帝聖殿」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Spirit, Open My Heart」 聖歌隊 
  Arr. by Alfred V. Fedak 

[Refrain] Spirit, open my heart to the joy and pain of living. 
As You love may I love, in receiving and in giving. 

Spirit, open my heart.  
God, replace my stony heart with a heart that's kind and tender. 
All my coldness and fear to Your grace I now surrender. (Refrain)  

Write Your love upon my heart,  
as my law, my goal, my story. 

In each thought and word and deed,  
may my living bring You glory. (Refrain)  

May I weep with those who weep;  
share the joy of sisters, brothers. 

In the welcome of Christ,  
may we welcom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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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上帝，請赦免阮!當阮為著欲(beh)有簡單的決議
來放棄和平的時；當阮用方便來交換公義的時；當阮
懷疑祢是呣是有夠真實、阮是呣是有夠好、祢的疼是
呣是有夠力，通來贏過這個世界破壞的力量的時。喔! 
上帝啊，請赦免阮! 感動阮，互阮的心通明白，祢轉變
阮的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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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 31:27-34 (舊約: 藍 p872, 紅 p997, 棕 p997)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帝欲立新的約」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51「主，我愛就近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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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心靈日頭，主，我所疼」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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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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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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傑長老；麗玲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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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0/20/2019) (10/27/2019) 
招      待 林詠偉 許毓升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魏淑玲 楊英才 
來      賓 林詠偉 許毓升 

影  音 / 錄  影 林秀芬 / 陳毓盛 吳建勳 / 陳毓盛 

司      獻 
李淑真 

陳叔承    李昭瑩 
李淑真 

黃文秀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余秀美 林嘉柔    余秀美 
育       嬰 Nua Tsai 洪潔君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張文旭   陳玫麗 黃民安   楊純貞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林秀芬 Darren Ochs 吳建勳 

出席與奉獻: 10/13/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4,      SKY 17 台語  $10,037.00,  SKY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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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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基要真理 #11 - 信仰生活：
服事”，由黃景彬牧師主理。下週 Paul 牧師將繼續
教導 “Spiritual Growth and Discipleship series -3”. 

3. 今天下午 2:20 有婦女會茶會，在樓下 SKY 禮拜
堂，歡迎姐妹們參加。 

4. 10/27是今年的親友追思主日，請兄姐預備心參加。 
5. 10/27(日) 2:30-4:30pm Tina姐將在樓下 Room E提供

Shingle 疫苗注射，有些Medicare 保險可能要收費，
請務必事先向 Tina姐查詢 (908-670-7906)。Shingle 疫
苗必須注射 2 次，第二次注射是 12/29(日)。注射當
天請攜帶個人醫療(medical)與藥物(drug)保險卡片。 

6. 11/3(日)是今年日光節約時間結束的日子，請記得在
11/2(六)晚上睡覺前，將時鐘往回撥一小時。 

7. 今年秋季大掃除是 11/9(六)，早上 9:00 開始，請兄姐
預留時間來幫忙，謝謝! 

8. 教會辦公室即將更新會友通訊錄，若是你的住址、
電話及家庭情況在過去兩、三年內有變更，而你不
確定是否曾通知教會辦公室，請將中、英文姓名、
兒女名字(若是想刊登)、地址及電話等一起 e-mail 
到 tafpc@tafpc.org,謝謝！ 

小會公告: 
1. 11/03(日)下午召開會員大會，改選部分長執，請預留
時間出席參加! 長執候選人名單如下(依姓氏排列)： 
長老候選人: 陳蓓蓉、陳美雲、謝慶賢、林詠偉、 

   許毓升 
執事候選人: 張頌惠、李昭瑩、林嘉柔、林秀芬、 

  Nua Tsai  
2. 11/24(日)本會將舉行洗禮、轉籍與堅信禮，意者請
向黃景彬牧師登記。受洗學道班是 11/2, 11/9 & 
11/16(六) 2pm, 轉籍是 11/16 (六) 2pm. 

3. 教會急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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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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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0/23    林湘江醫師    “減少生病的飲食觀念” 
 10/30    施永强教授    “人工智慧第二講：深度學習” 

 

每日讀經 :有需要的兄姊請直接向教會辦公室索取。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0/20/19) 

主  理 
(10/20/19) 

主  理 
(10/27/19) 

地    點 
(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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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佳君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黃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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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19)  
蔡佳君 

(10/29/19)  
陳玫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0/25) 

8pm-10pm   
Edison   

Windsor/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蘇英世 

經文  
創世記
20:1-18  
創世記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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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