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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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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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 魏淑玲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September 09,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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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著堅強; 呣(m̄)免(bián)驚！上帝及咱同在。 
    眾: 主會來救咱。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121 「上帝疼痛贏過一切」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Trust and Obey” Arr. by Joel Raney 
  聖歌隊/李郁瑩伴奏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in the light of his Word, 
What a glory he sheds on our way. 
While we do his good will, he abides with us still. 
And with all who will trust and obey. 
 
Not a shadow can rise, not a cloud in the skies, 
But his smile quickly drives it away; 
Not a doubt or a fear, not a sigh, not a tear can abide when we trust and obey.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ake him at his word. 
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just to know the Lord! 
What he says we will do, where he sends we will go, 
Never fear, only trust and obey. 
 
A wonderful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 
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ake him at this word. 
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just to know, “Thus saith the Lor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ve proved him o’er and o’er!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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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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上帝，阮承認阮無照祢的旨意來行。祢呼召阮追求公義，但
是阮無好款待(khoán-thāi)閣疏忽(so-͘hut)散鄉(sàn-hiong)人。祢愛阮憐
憫人，阮卻越頭(oa̍t-thâu)離開遐的(hia-ê)有需要的人。恩典的上
帝，請赦免阮! 賜阮智慧及勇氣，來放棄阮特殊(te̍k-sû)的地位，用
行動來表明阮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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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25 

  (舊約: 藍 p678; 紅 p790; 棕 p78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相信上帝」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66 「出日落雨是主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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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   

唱詩*Hymn Singing*    

 新聖詩 #128 「主耶穌，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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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日期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9/02 TM 80 人 ;   SKY 24 人 
TM       $3,823.00  
SKY          $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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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事工的方向；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

靈；美珍姐/主中長老及家人；東亮長老/夢梅姐及家人；慶弘兄/美

瑛姐及家人；忠揚兄的妹夫 Steven及妻子 Elite；詠偉兄的女友Cindy

及她的父母親；凱雲姐的母親；俊彥兄與尚芬姐；艷紅姐；叔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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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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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15(六) 4:30pm將開始教會首次的華語禮拜，歡迎邀請親朋參加! 

2. 10/7(日)是世界公同聖餐日，本會將與 HPC 教會聯合禮拜，當
天聚會時間改為 11:30am，聚會後有 potluck，主日學暫停，
請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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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成人主日學改由教堂產業管理委員會(Property 

Stewardship committee)報告有關教會標誌 (sign)的事，

2:45pm, 歡迎踴躍參加! 下週講員是林詠偉兄，題目是“增

進親子關係系列-5”。 

3. 感謝所有參與暑期 7、8 月音樂讚美的弟兄姐妹，也特別感

謝曼麗姐和又堅兄的計劃與協調，使得一切事工得以順利! 

4. 9/11(二) 10am-12pm, 婦女查經將由黃牧師帶领，查考創世紀導

論，歡迎姊妹們來參加! 

5. 手鐘隊招募新隊員，下週起恢復練習，意者請洽玫麗姐或曼

麗姐，歡迎踴躍參加! 

6. 黃景彬牧師將參加 9/14(五)及 9/28(五)在 Edison 區的分區查經。 

7. 長老教會東北區婦女會將於 9/28-9/29 在紐約州舉辦秋季聚

會，有意願參加者請洽淑玲長老或秀芬姐。 

生活充實俱樂部：  

 9/12 Dr. Su Wang  “Hepatitis” 
 9/19 Video  “食物加減吃 - 韓柏檉” 

社區消息: 
• UN for Taiwan - Keep Taiwan Free 將在 9/22(六)於紐約舉辦

大遊行，詳情請看公佈欄，請大家作伙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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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9/09/2018) (9/16/2018) 

招      待 楊靜雅 楊靜雅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魏淑玲 林繼義 

來      賓 鍾崇仁 鍾崇仁 

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陳毓盛 吳建勳  /  陳毓盛 

司      獻 
洪潔君 

黃文秀      賴基生 
洪潔君 

黃文秀      徐光武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李淑文      Nua Tsai 李淑文      鄭文錦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蘇英世       梁慶弘 楊純貞      黃民安 

值 日 長 執 許史青      李淑真 魏淑玲      李淑真 

 
每日讀經 (9/09/18-9/16/18)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9/9 箴言 1:20-33 你如何並且從哪裡學習智慧？ 

9/10 詩篇  19 
關於上帝是你的力量和救贖者你從這詩
篇中學到些什麼？ 

9/11 雅各書 3:1-12 
這段經文告訴你些什麼有關於領導能
力？ 

9/12 馬可 8:27-38 
“將你的思慮放在屬神的事物上”是什麼
意思？ 

9/13 
約書亞記  
3:7-17 

什麼樣的團體約定，將能幫助你的社群
度過困難時期？ 

9/14 
詩篇  
 107:1-7, 33-37 

上帝把你生命中的什麼旱地變成水泉？ 

9/15 祈禱日 讀你自選的經文，然後祈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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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9/09/18) 

主  理 
(9/09/18) 

主  理 
(9/16/18) 

地    點 
(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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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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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黃景彬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暑休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9/11/18) 
創 世記 導論

(下) 
黃景彬 

(9/18/18) 
創世記 

11:10-13:18 
楊純貞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9/14) 

8pm-10pm 
 

Edison  
 
 

主理 
  

陳毓盛 
 
 

經文 
  

提多 1:1 -16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