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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什麼誡命是律法的頭一條？
眾：著疼上主，祂是咱的上帝，也是獨一的上帝！
司：什麼是續接、相像(sio-siāng)的誡命？
眾：著疼厝邊親像家己。
司：當咱聚集來敬拜上帝，咱就愛會記得：
眾：嘸其他的誡命比這卡大。
唱詩* Hymn*
T#326「心和平上帝聖子」

TAFPC Choir 領唱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Praise
「Christ Has Paid It All」

TAFPC Choir,3/19/2017
By P. Mock & F. Lopez

We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when they nailed him to a tree,
where he bled and died for me,
we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at the Savior’s final breath,
hearing heaven’s thunder sound
as the dead rose from the ground,
were you there?
In a borrowed tomb midst the sadness and gloom,
his broken body was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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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when he conquered sin and death,
when he rose up from the grave,
showed his power to come and save,
were you there?
Death, your sting is gone, Christ has paid it all.
Because he lives, because he lives, so shall I.
We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when they nailed him to a tree,
where he bled and died for me,
we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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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的上帝啊！祢呼召阮愛盡心、盡性、盡意來疼
祢，但是，當自私侵佔 (chhim-chiàm)阮的心思的
時，或者是，當掛慮(khuà-lū)遮蓋(jia-khàm)阮的靈
性的時，擱有，當驚惶阻擋阮的意念去倚近新事物
的時，懇求祢赦免阮！神聖的上帝啊！祢呼召阮就
愛彼此相疼，但是，當阮無法度疼厝邊的時，擱
有，當阮無法度疼家己的時，懇求祢赦免阮！
赦罪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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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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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希伯來書7:23-28(新約:藍 p255, 紅/棕 p343)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永遠的大祭司」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590「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TAFPC Choir 領唱

奉獻 Offertory
代禱 Inter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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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T#616「我踮佇主的愛疼」

TAFPC Choir 領唱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消息報告:
 感謝加州的廖俊惠醫師在上禮拜六的成人主日學
講解一個胃癌患者的傾訴，以他十年作照顧臨終
病人專科醫師主任的經驗教導我們信仰如何在人
面對死亡時的引導與支持，走在死亡的陰谷時主
耶穌基督與我們同行是多麼大的恩典，上帝的愛
與扶持帶給我們平安是何等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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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成人主日學改於10/30星期六晚上 8-10 點，
我們繼續邀請加州的內科廖俊惠醫師來分享他作
探訪臨終病人專科醫師十年的心得。這是他一系
列「醫學與神學的對話」演講的第二講，末期腦
神經退化症病人妻子的兩難---*什麼是安寧照謢?
 EM 和 TKC 計劃邀請會友來參加我們在教堂舉辦的
萬聖節 Trunk-o-Treating 活動。
日期：10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2:30-5:00
地點：TAFPC 教堂，770 US 206，Hillsborough NJ
08844。我們正在尋求 10-15 輛車參加；義工車需
要在 10/30 下午 1:30 到達進行設置。如果您有興
趣提供義工車，請在此谷歌表格連結填寫註冊表
單，或洽詢 Elder Christine Su。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r3hEJXnZAWuhYJR1QKsmm4WkXFLyAKoD5Pq84KhpuM/edit#gid=0
 下禮拜日是萬聖主日禮拜，咱將在主日禮拜當中紀
念過往的親人。兄姊如果願意提供之前沒有分享的
過往親人照片在主日禮拜中記念的，請在 10/27 禮拜
三前將照片附上親人姓名及關係寄至教會辦公室信
箱 tafpcco@gmail.com。
小會公告:
 小會成立新年 度 長執提名委員 會 ，執行提名事
工。七人小組成員包括代表小會的林詠偉，
Christine Su，代表執事會的蔡賢奕，及在年初會員
大會選出的廖婉妤、蘇楓琇、楊純貞及劉怡和，
並由林詠偉擔任主席。請大家將心目中的長執人
選傳達給委員會。
 小 會 訂 於 10/24 禮 拜 日 下 午 一 點 舉 行 討 論 會
(townhall meeting)，對於最近所寄發的本會歷史檔
案內容，本教會使命問卷調查，及本會是否考慮
因 應 一 些 人 建 議 遷 移 到 Somerset Presbyterian
Church 等議題，聽取大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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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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清芬牧師及家人；鄭再榮兄；
啟明兄及家人；江德欽長老及家人；彭昕醫師家
人；潔君姊及家人；雪香姊及家人；Audrey Tseng
及家人；純貞姐及家人；淑華姐的女婿、女兒；
淑 真 姐 (Sue Liu) 的 母 親 ； 佩 芬 姐 的 先 生 Keene
Benson；詠恩姐的父親黃牧師；怡和兄秀美姐及
家人；志維兄芳如姐及家人；村仁兄及家人；明
艶姊及家人； Nua 姐的父親；秀芬姐的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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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奉獻: $ 14,670(10/10- 10/17/2021)
教會行事表 :
會
週 聚
項目 時間

主理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蔡佳君
(10/24) 11:45 am

講題/經文

地點

永遠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
7: 23-28

Online

婦女 10:00 am
詩篇 Psalm 91-100
二 查經
|
陳玫麗
Online
箴言 CH.19-20
(10/26) noon
成人 08:00 pm
《醫學與神學的
六 主日學
|
廖俊惠
Online
對話》第二講
(10/30) 10:00 pm
真理使我得自由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蔡佳君
Online
約翰福音
(10/31) 11:45 am
8: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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