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v 10 

2019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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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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毓升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Nov 10,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來啊，擔重擔的人。 
眾(台): 來敬拜上帝，伊互咱得著自由。 
司(台): 來啊，著磨的人， 
眾(台): 來跟對聖靈，伊互咱有氣力。 
司(台): 來啊，在(teh)找尋(cháu-chhōe)的人， 
眾(台): 來聽趁基督，伊指示咱道路。 
司(台): 來啊，願意的人， 
眾(台): 咱來敬拜上帝!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17「著向主上帝唱新歌」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By Faith」 聖歌隊 
  arr. Lloyd Larson 

By faith we see the hand of God  
in the light of creation's grand design,  

in the lives of those who prove his faithfulness, 
who walk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By faith the prophets saw a day  
when the longed for Messiah would appear  

with the pow'r to break the chains of sin and death, 
and rise triumphant from the grave.  

We will stand as children of the promise, 
we will fix our eyes on Christ, our souls' reward; 

'til the race is finished and the work is done 
we'll walk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By faith the church was called  
to go in the pow'r of the Spirit to the lost, to deliver captives,  

and to preach good news in ev'ry corner of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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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faith this mountain shall be moved, 
and the pow'r of the gospel shall prevail; 

for we know in Christ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for all who call upon his name.  

We will stand as children of the promise, 
we will fix our eyes on Christ, our souls' reward; 

'til the race is finished and the work is done 
we'll walk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Morning by morning new mercies I see; 

all I have needed thy hand hath provided,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Lord, unto me!  

By faith we see the hand of God. 
By faith this mountain shall be moved. 
We'll walk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We'll walk by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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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活命的上帝。祢將生命的氣(khùi)吹(pûn)
到(kàu)每一個死亡的角落。主啊，請赦免阮!當阮無
法度認識祢的活命的時：當阮問(mn̄g)的問題(būn-tê)
呣對(m̄-tio̍h)或是無聽見答案的時；當阮選擇空虛的恬
靜(tiām-chēng)，無選擇信實的話的時；當阮選擇空虛
的話，無選擇信實的恬靜的時；當信實的行動看起來
太過(siuⁿ-kòe)冒險，阮寧願呣採取行動的時。喔，主
啊，活命的上帝，求祢赦免阮!因為阮完全倚靠祢的活
命來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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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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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Scripture  
哈該 2:1-9 (舊約: 藍 p1044, 紅/棕 p1182)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著勇敢，著做工，我及恁佇啲」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72「心目向主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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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v1-4) 「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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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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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艶姊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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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貞姐與珍珠姐；建仁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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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因召開會員大會，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下週
主題是“基要真理 #12 - 信仰生活：見証”. 

3. 請各團契在 11月底以前完成 2020新任會長、幹部
的選舉，然後把名單通知教會辦公室，謝謝! 

4. 婦女會茶會將於 11/17(日)下午 2:20，在樓下 SKY禮
拜堂舉行，歡迎參加! 

5. 溫馨提醒!年終將近，請 2019 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
契會長提早準備完成 2019 年度報告，以便能在年底前
寄到教會辦公室(tafpc@tafpc.org)。若需翻譯，請務必提
早，以便新上任的秘書，有充分時間作業，謝謝合作!! 

6. 11/30(六) 6pm舉行感恩節 potluck聚餐，與台灣同鄉
(TAANJ)一起感恩，歡迎兄姐邀請親友來參加。一家一
菜，請大家踴躍到公佈欄填寫菜單。謝謝! 

7. 教會辦公室要更新會友通訊錄，麻煩兄姊撥空到辦公
室(Shu)那裡，確認你的通訊資料依然正確，謝謝！ 

8. 台灣宣教基金會正籌備為時一星期到台灣美濃客家庄
的宣教，時間是 2020 年一月中旬。招募簡章、報名
表及美濃簡介都在公佈欄上以供參考。並請為此次短
宣代禱、奉獻。 

小會公告: 
1. 今天下午召開會員大會，改選部分長執，請出席參加! 
長執選舉之後請留步，COM 將在會員大會上發表
言論。謝謝!長執候選人名單如下： 
長老: 陳蓓蓉 (一年任期), 許毓升(兩年任期)  

 陳美雲, 謝慶賢, 林詠偉(三年任期)  
        執事: (全是三年任期) 

郭淑華, 李昭瑩, 林嘉柔, 林秀芬, Nua Tsai 
2. 11/16(六) 4:30pm, 有華語禮拜，歡迎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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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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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afpc@tafpc.org
mailto:Shu%20那裡確認一下你的通訊資料tafpc@taf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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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11/03/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華語 20 + 5 kids 
  台語 90,   SKY 13 

華語+台語 $2,413.00,   SKY $1,625.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11/13  陳重男博士   “世界巨大蓄電池之介紹” 
 11/20 何德淵教授  “從我的脊椎進廠維修談 Beyond My   

Spinal Stenosis Surgery: Medical Progress and Reality”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1/10/2019) (11/17/2019) 

招      待 蘇英世 劉麗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許毓升 蘇楓琇 

來      賓 蘇英世 蘇英世 

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陳毓盛 吳建勳 / 陳毓盛 

司      獻 
林秀芬 

陳玫麗    李昭瑩 
劉麗玲 

陳玫麗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翁玉屏 楊純貞    翁玉屏 

育       嬰 李淑文 Nua Tsai 

茶點預備 張聖珍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鍾崇仁   張聖珍 張文傑   洪潔君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林秀芬 楊英才   劉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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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1/10/19) 

主  理 
(11/10/19) 

主  理 
(11/17/19) 

地    點 
(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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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惠智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會員大會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會員大會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1/12/19) 
陳玫麗 

(11/19/19) 
吳曼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1/15) 

8pm-10pm  
Bridgewater  
 

主理  
魏淑玲 
 

經文 
創世記 
21-22 

 

招待家庭 
文義與淑玲
908-575-1912  

六 
分區 
查經 

(11/16) 

時間 
Coast  

(3-5pm)  
Princeton 

(10am-noon) 
 

主理  
劉怡和 

  
林繼義 

 

經文 
創世記 
22-23   
創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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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家庭 
德源與綉娟
732-922-9689   
崇仁與聖珍
609-430-0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