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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聖靈降臨節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TAFPC Pentecost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張文傑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May 20,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主已經復活！哈利路亞！ 
眾: 哈利路亞！救主確實復活！ 

 司: 聖神扶持咱的軟 (nńg)-chiáⁿ； 
    眾: 聖神用講 bōe出的吐氣替咱求。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78 「聖徒聚集主聖殿」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Spirit Wind Among Us」 聖歌隊      
  by D.E. Wagner 

 
Spirit Wind among us, warm us with Your love. 
Word and wisdom send us, on wings of a heavenly dove. 
Holy Wind blow over us, bear salvation's seed,  
In our hearts well-planted, will grow through eternity. 

 
Touch us, Lord, and bless us. Send Your love anew. 
As we share this banquet, our lives are one with You. 

 
Spirit Wind among us, warm us with Your love. 
Word and wisdom send us, on wings of a heavenly dove. 
Holy Wind blow over us, bear salvation's seed, 
In our hearts well-planted, will grow through eternity. 

 
With this bread we're breaking, with this cup we hold,  
life and light eternal, and glory to behold. 

 
Spirit Wind among us, warm us with Your love. 
Word and wisdom send us, on wings of a heavenly dove. 
Holy Wind blow over us, bear salvation's seed,  
In our hearts well-planted, will grow through eternity. 

 
Spirit Wind among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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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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向望及喜樂的源頭的上帝，阮承認，阮繼續活在驚惶中。阮
試圖(chhì-tô)͘起造(khí-chō)樓塔到天頂，但阮忽略地上的人的困境。
阮恥笑(thí-chhiò)先知的聲音，閣浪費祢聖靈的恩賜。恩典的上
帝，請赦免阮! 通過祢的聖靈，求祢引導阮，活出祢的呼召，作祢
心愛的子兒(kiá -nl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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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Scripture 使徒行傳 2:1-21 

  (新約: 藍 p135; 紅 p186; 棕 p18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聖靈的氣力」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505 「我欲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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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與介紹 Announcement and Introduction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26 「今阮感謝上帝」 

洗禮 Baptism 

  受洗者:高穎超  

祝禱*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 (阿們，阿們，阿們)  

殿樂 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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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恭喜主中兄及美珍姐榮升祖字輩!二公子 Matthew 與媳婦

Hillary 於 5/14(一)喜得一女嬰， Carissa. 母女均安，感謝主! 
 教會會友當“教堂屋主”的適應；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
工的智慧及身心靈；東亮長老的母親；莊凱雲的母親；教會兄
姊們的新生兒孫；待產的姊妹們；教會長輩的健康；俊彥兄與
尚芬姐；SKY 事工；青少年與兒童事工；社青事工；家庭團契事
工；兄弟姊妹的工作；退休的兄姊們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 

小會公告:  
 為因應立即需要，小會已於三月通過緊急決議購買並已安
裝 75 吋彩色螢幕一台 。如有感動願意奉獻者，請在支票
上註明用途。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禮拜後請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 D. Paul LaMontagne 牧師主講，題目是 “Gun 

Rights, Gun Violence and Gun Control in America”, 請踴躍參加。 
3. 截至 4月 30日止，教會的經常費短缺 $14,511。奉獻總數較去
年同時期減少$12,337或 12.59％ 

4. 教會今年所贊助的暑期實習神學生是來自台灣神學院的姚亘貞
(Jennifer Yao)。在她實習期間，教會需要兄姊們的幫助，輪流提供

1-2星期的住宿及簡餐。意者請向教會辦公室登記。謝謝支持! 
5.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訂於 7/20-7/22(五-日)，台語部講員是

John McCall (馬約翰) 牧師，主題: “佇主愛成長，人因你得福”，
請踴躍報名參加。  

6. 佳壇教會將於 6/9(六)11AM 舉行羅敏珍牧師就任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歡迎蒞臨同慶!意者請向教會辦公室登記，以便將觀禮
人數一併回覆佳壇教會 (為準備午餐)。謝謝! 

7. 黃景彬牧師下週將參加 5/25(五)在 Edison 的分區查經!請各區區
長盡快將查經時間表告知牧師及教會辦公室，以便牧師安排
時間參加。謝謝! 

8. 今年 8/5(日)-8/11(六)，全教會暑期短宣隊將前往德州 Corpus 
Christi，為颶風災區服務。詳情與報名請見以下網頁。報名
至 6/2(六)截止。http://sky.tafpc.org/summer-service-trip.html 

 

 

http://sky.tafpc.org/summer-service-trip.html


4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5/20/2018) (5/27/2018) 

招      待 李淑文   李淑文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楊英才 

來      賓 梁璋琦 梁璋琦 

影  音 /  錄  影 徐光武  /  張文旭 徐光武  /  張文旭 

司      獻 李淑真 
黃文秀      林秀芬 

李淑真 
黃文秀      林秀芬 

清 點 奉 獻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育       嬰 李淑文      鄭文錦 李淑文      余鈴珠 

茶點 Church Church 

茶點分配&清理 蔡美娟      陳毓盛 SKY      林秀芬 

值 日 長 執  張文傑      黃文秀 張文傑      黃文秀 

每日讀經 (5/20/18-5/26/18) : 

生活充實俱樂部：  
    5/23   陳重男博士  “地震等級及防震概念” 
    5/30   蘇藤宗先生   “日本戰國時代名女人” 

出席與奉獻 (5/13/2018) 

5/13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83, SKY: not available $8,380.00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5/20 
使徒行傳  
2:1-21 

根據你自己的生活經驗，這比較像是耳
朵的還是舌頭的神蹟? 

5/21 詩篇 104:25-35 
如果我們讓神賜下的靈來更新我們的社
群，將會發生什麼情況? 

5/22 羅馬書 8:22-27 當你軟弱時聖靈如何幫助你? 

5/23 
約翰 15:25-26, 
16:4b-15 聖靈在你的生命和事工中的角色是什麼? 

5/24 路加 24:12-33 你如何意識到某個神聖的人或事物的存
在? 

5/25 
民數記 
11:24-30 

如果上帝的所有子民都是先知，生活將
會是什麼樣子? 

5/26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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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今年的美東夏令會已開始註冊，7/1-7/4。地點在賓州 West 

Chester University，請提前上網報名以享優惠。 
 https://tang.regfox.com/tacec-tang-registration-2018。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5/20/18) 

主  理 
(5/20/18) 

主  理 
(5/27/18) 

地    點 
(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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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D. Paul  
LaMontagne 暫停一次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D. Paul  
LaMontagne 暫停一次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5/22/18) 
創2:4-3:24 
吳曼麗 

(5/29/18) 
創4:1-6:8 
楊純貞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5/25) 

8pm-10pm 
 

Edison  
 

Princeton 

主理 
  

陳毓盛 
 

陳蓓蓉 

經文 
  

提前 5  
 

提前 5-6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繼義與曼麗家  
908-874-4609  

 

https://tang.regfox.com/tacec-tang-registration-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