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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Service Order of TAFPC Sunday Worship 

司會: 黃晉文長老    證道: 梁越美老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May 28, 2017 
﹌﹌﹌﹌﹌﹋﹌﹋﹌﹋﹌﹌﹋﹌﹌﹌﹌﹌﹋﹌﹌﹌﹌﹌﹌﹌﹌﹌﹌﹌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罪得著赦免，罪過得著擦消， 

  眾: 此款人真有福氣！ 

司：上主無算伊的罪，閣心無奸詐， 

 眾: 此款人真有福氣！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新聖詩  #194 「開我目睭互我看見」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This I Pray」 聖歌隊 
 by: Jay Althouse  

詮釋主道 (Interpreting the Word)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加拉太書 3:22-28 (新約: 藍, p215; 紅, p289; 棕, p29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信心」                          

奉獻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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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與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Introduction)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399 「願上主大仁愛」(2X) 

祝禱*  (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 643 (E. hymnal #601) 

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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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殿樂後請留在座位上，參加文川長

老娘，謝梅的追思禮拜。追思禮拜後請共享點心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暫停。下週有全教會主日學，主日課後將

召開全教會會議 (4pm) ，請踴躍參加，一起討論有關教堂
管理與整建等議題。 

3. SKY 正在編輯一份附有照片的教會名冊，讓大家互相認
識。尚未照相的兄姊們，請把握機會於 6/11(日) 2:30-4pm
到樓下 Room F (最裡面的角落那間)拍個人及全家合照。這
是最後的機會，請勿錯過! 

4. 主日輪值長執的值日時間是 12:45-4pm。下午 4 點之後請
大家自行把垃圾放入已推到路旁的大垃圾桶裡(蓋子必須
能蓋緊)，或自行處理。請勿把垃圾留在教堂! 謝謝! 

5. 請記得隨手把自己所用的杯盤，丟到垃圾桶；並且幫忙把
其他人所忘記丟的，也隨手處理。回收的物品請丟入回收
桶內! 謝謝! 

6. 6/18(日)慶祝父親節，聯合禮拜後，在教會有 BBQ, 當天也
是社區日，邀請教會的鄰舍來參加。一家一菜，請到教會
公佈欄填寫菜單，謝謝! 

7.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訂於 7/21-7/23(五-日)，台語部講員
是陳中潔牧師。請向招待領取報名表，即日起接受報名，
報名表可交給慶賢兄或教會辦公室(叔承)，也可直接上網
報名。https://goo.gl/forms/aEz2xkm76ft283IA2; 6/18 報名
截止，請把握機會! 謝謝! 

8. 6/24(六 ) TKC 與家庭團契將合辦 Biking Fun Day, 10:00-
3:00pm, 地點在 Duke Farm. 請兄弟姐妹保留時間，並歡迎
邀請朋友參加! 午餐一人 $10，要訂購者請在 6/17 前向李
梓義兄或 Mandy 報名! 也可自備午餐，但寵物不許入園。 

9. 教會今暑(6/12-8/7)將招待一名台灣神學生，楊伯威(Robert 
Yang)，來美實習。他曾表示願意考慮成為來美宣教士。
有意加入伯威的招待小組(host committee)者請洽淑玲長
老。 

10. 暑期特別音樂事工招募志願者，7/2-8/27。願意以音樂恩賜
服事者，請向新欽兄或美雲長老報名。  

主內交通與代禱事項 : 

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改建的過程；文川長老

娘的遺族；泰明兄；俊彥兄與尚芬姐；教會長輩的健康；SKY 

事工；青少年與兒童事工；社青事工；家庭團契事工；兄弟

姊妹工作上的壓力；退休的兄姊們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 

 

https://goo.gl/forms/aEz2xkm76ft283I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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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1. 由沈新欽兄指揮的 Vox Nova 將於 6/17(六 )7:00pm 在

Voorhees Chapel 舉辦演唱會。請踴躍捧場。地址: 5 Chapel 
Driv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Douglas Campus. 

 

每日讀經 (05/28/17-06/03/17):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5/28 約翰 17:1-11 你如何領受上帝的話語並遵行它？ 

5/29 以賽亞 45:1-7 你對本經文所描述的上帝有何理解？ 

5/30 
使徒行傳 
2:1-21 

這比較是一個舌頭的奇蹟還是耳朵的奇
蹟？你自己的溝通經驗是怎樣？ 

5/31 
民數記  
11:24-30 

如果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先知，會有什麼
樣的生活？ 

6/01 
詩篇  
104:25-35 

如果我們讓神的靈來重建地球，會發生
什麼情況？ 

6/02 
歌林多前書  
12:3b-13 

你的群體中的每個人都同飲於一聖靈意
味著什麼？ 

6/03 自選 這段經文教導你如何愛人如己？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5/28/2017) 

下    週 
(6/04/2017) 

招      待  李淑文     黃文秀       王婷芝(Carina) 
徐光武(Joseph)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黃晉文 何德淵     邱瀚賢 

司      獻 林秀芬       
李昭瑩     黃文秀 

劉麗玲       
李昭瑩     賴基生 

來      賓 李梓義 蘇楓琇 

錄  影 /  影  音 林繼義  /  吳建勳 賴基生  /  陳叔承 

清 點 奉 獻 羅浚哲     余秀美 黃再蘭      余秀美 

茶      點 余秀美 吳曼麗 

整      理 賴基生      吳建勳 SKY           羅浚哲 

育       嬰 鄧梅英           Nua 黃再蘭      

值 日 長 執  許史青      李昭瑩 何德淵     林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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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5/28/17) 

主  理 
(6/04/17) 

地    點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TBD TBD Basement 

Rm G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Sanctuary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1:45pm 梁越美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暫停 全教會 

主日學/會議 
Room G/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自由活動 

全教會 
主日學/會議 

Room G/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全教會 

主日學/會議 
Room G/ 
Sanctuary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5/30) 
西番雅書 
2:1-3:20 
李淑真 

(6/6) 
哈該書 

導論&1:1-15 
黃文秀 

Orchard  
House 

六 
分區 
查經 
(6/03) 

4pm-6pm 
Bridgewater 

 
8pm-10pm 

Coast 
 

主理 
 
林茂清 

 
余秀美 

經文 
使徒行傳
13:1-14:28 
使徒行傳

11:19-12:25 

招待家庭 
英民與美娟家  
908-429-0273
主中與美珍家  
732-972-7456 

出席與奉獻  (5/21/2017) : 

5/21/17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特別奉獻 

出   席 94 人 20 人 建堂 

奉   獻 $2,805.00 $370.00 $4,000.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1. 5/31 廖登豐博士  “尋根之旅: 兒孫看風光  倆老憶過往” 
2. 6/07 翁玉屏女士  “日本春の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