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Jan 23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EM Pastor: Rev. D. Paul La Montagne
Associate Pastor: 蔡佳君牧師 Rev. Annie Tsai
770 US-206, Hillsborough, NJ 08844
Tel: 732-937-9227 www.tafpc.org email: tafpcco@gmail.com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
TAFPC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Liturgist:
張文旭長老(Elder Wen H. Chang)
證道 Preacher:
蔡佳君牧師(Rev. Annie Tsai)
司琴 Organist:
陳玫麗姊妹(Ms. Mei-Li Chen)
10:30am

January 23, 2022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咱著做伙來敬拜主，因為這是至聖的主日。上主的
喜樂成做咱的氣力與救贖，咱著聚集來獻上咱的謳
咾。佇吟詩與恬靜的時，佇領受話語與祈禱的時，
咱攏做伙行佇上主的光明中。來啊！咱攏著來敬拜
上帝！
唱詩* Hymn*
台#109 「歡喜，救主作王」

TAFPC choir 領唱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聖歌隊 Choir 1/9/2011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Worship」
Brain Doerksen
Arr.: Arnold B Sherman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worship.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give your heart.
Come, just as you are to worship.
Come, just as you are before your God. Come!
One day every tongue will confess you are God.
One day every knee will bow.
Still greatest treasure remains for those who gladly
choose you now.
Come, now is the time. Come, now is the time.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give your heart. Come!
1

Willingly we choose to surrender our lives.
Willingly our knees will bow.
With all our heart, soul, mind and strength,
We gladly choose you now.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worship.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give your heart.
Come, just as you are to worship.
Come, just as you are before your God.
Come, just as you are. Come, just as you are.
Come, just as you are. Come, just as you are. Come!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佇歸向上帝擱跟隨基督的光明的時陣，請咱做伙用信
心來告白咱與世界的罪。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至聖的上帝啊！阮告白家己曾脫離祢的真光，越轉
身(oa̍t-tńg-sin)去流浪。阮無欲注意佇需要祢與找求
祢 的 代 誌 頂 面 ， 顛 倒 據 在 (kù-chāi) 家 己 行 佇 放 縱
(hòng-chhiòng)的道路頂面。阮貧惰(pîn-tuāⁿ)關心世
間的困苦，顛倒期待愛看見別人去做遐個為著改變
徛(khiā)出來的工作。主啊！佇祢的大氣力中間，求
祢更新阮，擱催逼(chhui-pek)阮回應祢對阮的邀請，
互阮會當為著追求祢的公義與憐憫來作工，擱佇大
大小小逐方面的事工頂面，向人分享祢的真光。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願憐憫的上帝，氣力的主宰赦免恁攏總的罪過，願聖
神保守恁，佇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新活命。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尼西米記 8:1-3，5-6，8-10
(舊約: 藍 p522, 紅 p584, 棕 p584)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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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Sermon
「經過流淚之谷」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台#385 「人生風波擾亂無停」

TAFPC choir 領唱

奉獻 Offertory
代禱 Intercession
報告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台#121 「上帝愛疼贏過一切」

TAFPC choir 領唱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E. hymnal #586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if able)

3

小會公告:
• TAFPC 2022 年的年度主題：
「作夥行向基督」
；
華語：一起邁向基督；英語：Press On Toward Christ；
經文出自腓立比書 3:12-14。
感謝家豪兄精心的 Logo 設計！
• 請 2022 年長老以及各團契會長於 1月28日（禮拜五）
之前提交新年度事工計畫給教會辦公室，可寄 email
至 tafpcco@gmail.com，以便列入年度大會手冊。謝
謝！
• 2月20日將召開會員大會，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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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恩姐及家人；麗玲姐及家人；德欽
長老與惠婉姐(Kay)及女兒 Lily 一家；俊彥兄與尚芬
姐；淑華姐的女婿、女兒；淑真姐(Sue Liu)的母
親；佩芬姐的先生 Keene Benson；Nua 姐的父親；
秀芬姐的父親；鄭再榮兄；啟明兄及家人；蕭清芬
牧師家人；彭昕醫師家人；潔君姐及家人；雪香姐
及家人；Audrey Tseng 及家人；純貞姐及家人；怡
和兄、秀美姐及家人；村仁兄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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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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奉獻: $1,700 (1/10/2022 - 1/16/2022)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週
(1/23/2022)

下週
(1/30/2022)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會 / 報告

張文旭

林詠偉

錄影/網路上傳

陳虹伶

陳虹伶

教會行事表 :
會 時間
週 聚
項目

主理

講題/經文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蔡佳君
(1/23) 11:45 am
婦女 10:00 am
二 查經
|
陳叔承
(1/25) noon

地點

經過流淚之谷
尼西米記
8:1-3, 5-6, 8-10
詩篇 CH128-136；
箴言 CH29-30

Online

Online

公主與王子的結局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蔡佳君
Online
以賽亞書
11:45
am
(1/30)
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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