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ithful in 

Prayer 

2018 

羅馬書 Romans 12:12 

恆切禱告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Pastor: 黃景彬牧師 Rev. Jim Huang 

   SKY Ministry: Rev. Paul LaMontagne 

770 US-206, Hillsborough, NJ 08844  
Tel:732-937-9227  www.tafpc.org   email: tafpc@tafpc.org 

 June 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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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 李梓義長老          證道: 謝敏川牧師        司琴: 黃文秀姊妹 
 1:15 pm                                                                                   June 24, 2018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著感謝耶和華，因為伊是好。 
眾: 上帝的慈愛永遠佇 teh。 

 司: 耶和華所救贖者(ê)著歡喜; 
    眾: 著感謝上帝永遠佇 teh 的慈愛！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18 「我心謳咾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聖歌隊 
    by M. Stevens & J. M. Stevens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dear Lord.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Every day I live, Lord, to You I give.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My heart is in Your hands, dear Lord. My heart is in Your hands.  
Take my dreams and fill every thought with Your will.  
My heart is in Your hands.  
 
Everything I am or ever hope to be,  
all my dreams and all my cherished plans,  
take them as an offering.  
Hold them in Your hands. 
When I am discouraged I will trust in You. 
When I am afraid, my heart will pray. 
Lord, I give my life to You. Lead me in Your way!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dear Lord.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Every day I live, Lord, to You I give.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dear Lord,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in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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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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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齊聲讀祈禱文)  

聖潔的三一上帝，阮承認阮的生活無榮耀祢的名。當對敵攻擊阮的(ê)
時，阮信靠家己的防衛(hông-ōe)。當致命(tì-miā)的風暴(hong-pō)威脅
阮的時，阮未記得(bōe-kì-tit)祢和(kap)阮同在(tông-chāi)。恩典的上
帝，請赦免阮! 佇(tī)阮的艱難困苦中，教示阮相信只有祢會通(ē-tàng)
互阮出死入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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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Scripture 馬可 4:35-41 

  (新約: 藍 p43; 紅 p63; 棕 p6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風暴中的耶穌」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616 「我 tiàm 佇主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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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佇我救主榮光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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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與奉獻 (6/17/2018)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108 人 $3,516.00 感恩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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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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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弘兄/美瑛姐及家人；麗玲姊的母
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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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7/1-8/26)主日聚會時間仍然是 1:15PM，沒有茶點供應，
其他活動一律暫停。鼓勵兄姊們盡量先提前享用午餐後，再
準時來聚會!  

 6/18-7/14 黃牧師休假中，若有緊急教會事務需要小會決議，請接
洽楊英才長老 ， 陳蓓蓉長老或魏淑玲長老。 

 8/18(六)將有同工退修會，10am-3pm, 請同工們預留時間
一起來參加!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請一同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何德淵長老主講，題目是“作伙打拼來讓
咱的教會更加好 !”，請踴躍參加! 

3. 為了讓 7/1(日)下午來聽演講(2:45pm)的同鄉們方便停車，
請兄姊們當天盡量使用 KinderCare 和對面 Salon 的停車
位，以便把教會的 parking lot 留給客人使用。謝謝! 

4. 尚未報名暑期聯合靈修會(7/20-7/22)的兄姐，請盡快報名，
報名表請交至教會辦公室。謝謝! 

5. 2018 經常費從年初至今有$-40,662.50 淨虧損額 (2017 同
時期淨虧損額是$-41,623.99). 奉獻比去年同時期減少$-
13,669.88 (或-11.57 %).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 Darren 
Ochs 長老。 

6. 神學生姚亘貞(Jennifer Yao)將在教會以華語教導新舊約導論
(Introduction). 日期是 7/8  & 7/29 (舊約);  8/12   &  8/26 (新約)。時間
是在主日禮拜後，歡迎參加! 

新堂整建委員會報告: 

• 委員會已經徵求並面試了 4 名候選建築師事務所代表，其中
包括 1 名設計營建經理和 3 名建築設計師。目前，各委員正
在審核候選人的後續問題和答覆。我們會在近期內進行討
論，也希望盡快做出我們最後的決定，以便將室內概念設計
圖和室外加高的方案提交給 Hillsborough Township Planning 
Board 審查。請繼續為此事代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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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6/27  劉怡和先生 “Autumn Traveling in Colorado;  Trip sharing” 

  7/04    Video  “Saint Petersburg “ Barynya" Russian folk dance and music” 

 

每日讀經 (6/24/18-6/30/18) : 

聖工分配 :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6/24/2018) (7/1/2018) 

招      待 廖婉妤   李昭瑩   

音  樂 / 司   琴 黃文秀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李梓義 余秀美 

來      賓 許毓升 林詠偉 

影  音 /  錄  影 邱瀚賢  /  賴基生 吳建勳  /  林詠偉 

司      獻 蘇添貴 
李昭瑩      賴基生 

洪潔君 
劉麗玲      黃文秀 

清 點 奉 獻 陳美玲      林珍珠 吳秀仁      孫淑真 

育       嬰 洪潔君      余鈴珠 呂文琴      黃再蘭 

茶點 Church NA 

茶點分配&清理 SKY           林詠偉 NA 

值 日 長 執  許史青     林秀芬 魏淑玲    Jack Tsai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6/24 
撒母耳下 
1:1, 17-27 

關於敵人、勝利和戰爭你從大衛有什麼學習？ 

6/25 詩篇 130 要你的心神等候主的意思是什麼？ 

6/26 
歌林多後書  
8:7-15 

你如何在你的生活和社群中應用“多收的也
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的原則？ 

6/27 
馬可 
5:21-43 

你從這個故事中對於神的恩典和醫治能力有
什麼學習？ 

6/28 詩篇 13 相信神的憐憫對你有何意義？ 

6/29 
耶利米書
28:5-9 

你怎麼能成為預告和平的先知？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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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倍宏博士將於 7/1(日)2:45pm 在本教會演講，講題是「獨
立公投，正名入聯 - 喜樂島聯盟的訴求與行動」。 

 今年的美東夏令會是 7/1-7/4。地點在賓州 West Chester 
University，請上網報名參加。 

 https://tang.regfox.com/tacec-tang-registration-2018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6/24/18) 

主  理 
(6/24/18) 

主  理 
(7/01/18) 

地    點 
(6/24/18) 

日 聖歌隊 
練習 

12:00pm- 
12:45pm 李秀文 暑休 Sanctuary 

日 主 日 
早禱會 

12:40pm- 
1:05pm 同心禱告 暑休 Basement 

Room C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15pm 謝敏川 姚亘貞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15pm 何德淵 暑休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3:15pm 查經 暑休 Basement 

Roo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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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