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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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Ephesians 2:19 

Family of God 上帝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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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暨婚禮程序 
TAFPC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 Wedding 

司會: 楊英才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January 27,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耶和華的律法齊全，會互人的心神活起來; 

 眾: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會互人的目睭光明; 

司: 敬畏耶和華的道理是清氣，永遠存在; 

眾: 耶和華的教示是真實閣公義。 

司: 耶和華的律法比純金卡寶貴; 

眾: 上帝的恩惠比蜜閣卡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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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Let Us Praise the Almighty」 聖歌隊 
  by J.D. Miller  
  arr. by Tammy Waldrop 

Let us praise the Almighty for what He has done. 
He has given new life through the Son. 
We're a part of the family His love has begun,  
Let us praise Him for what He has done! 
 
Alleluia! Alleluia! Praise the Lord! Praise His name! 
Let us praise Him for what He has done! 
 
Let us praise the Almighty for what He has done. 
He has given new life through the Son. 
He is uniting His family making us one, 
Let us praise Him for what He has done! 
Praise Him for what He ha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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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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的上帝，請聽阮的祈禱。祢的好消息是互眾人的；當
阮將伊限制佇及阮像款(siāng-khoán)的人的時。請赦免阮！
祢的恩典是互眾人的；當阮囤積(tún-chek)伊，無相信
祢的豐富的時。請赦免阮！祢的疼是互眾人的；當阮
無注意伊，卻擔心(tam-sim)阮可能未堪得(bōe-kham-tit)
祢的恩典的時，請赦免阮！互阮看會著(khòa -nē-tio̍h)祢
所知的世界：就是一個充滿著祢的憐憫及疼，滿到(kàu)
得欲(teh-beh)爆破(pho̍k-phòa)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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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 8:1-10 
(舊約: 藍 p522; 紅 p584; 棕 p584)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上帝的喜樂是咱的力量」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463 「人生不時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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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我愛學主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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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毓升與蘇楓琇婚禮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序樂 Introit Music 

點燭 Lighting Individual Candles 

婚姻的宣告 Statement of Marriage 

意向聲明 Declaration of Intent 

會眾的確認 Affirmation of Congregation 

交换誓言 Exchange of Vows 

祈禱 Prayer 

同心燭 Unity Candle  

祝福詩歌 Chorale Blessing 聖歌隊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by Anna Laura Page  

Though I speak with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and have not love, I become as clanging brass. 

Though I have the faith to move mighty mountains 
and have not love, I am nothing.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never jealous, never rude, 
never selfish, never proud, but rejoices in the truth. 

Love bears all things, believes all things, hopes in all things, 
love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fails, the perfect will never fail; 
but prophecies will fail, tongues will cease, 

all knowledge will vanish away. 
Three things remain: faith, hope, love. 

But the greatest, the greatest is love, perfect love, 
 God's perfect love. 

聖餐 Lord’s Supper 

主宴邀請 Invitation to the Table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領受聖餐 Communion 
祝禱*Charge and Blessing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 (阿們，阿們，阿們)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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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各地災區；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
靈；Paul 牧師/Linda 師母及家人；再榮兄/鈴珠姐及家人；
美珍姐/主中長老及家人；茂清長老及玉屏姐；梓義長老
與雅雅長老；俊彥兄與尚芬姐；凱雲姐的母親；艷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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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請一起享用茶點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得神祝福的婚姻—分享”，由
毓升兄及楓琇姊主持，歡迎兄姊踴躍參與分享!下週
主日學暫停。 

3. 2018奉獻收據已開始分發，請兄姐們親自向 Darren 長
老或Office領取，謝謝! 

4. 下主日(2/3)教會慶祝農曆新年，禮拜後有 Potluck 聚餐! 
一家一菜，歡迎邀請親友來過新年! 當晚還可一起欣賞
“Superbowl” 球賽. 

5. 家庭團契將於2/9(六) 10 am-4pm 在教會舉辦乒乓球賽及
桌上益智遊戲。要參加乒乓球賽的兄姊請儘早以 e-mail
向何德淵長老報名，tehho8879@gmail.com. 並請註明參
加單打組或雙打組。午餐將享用 pizza, 費用由大家分
攤。請熱烈參與，動腦也動手，健康 100！ 

6. “Equipping the Saints” 於 2/2(六 ) 9am-3pm 在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in Metuchen 舉行。報名請見公布
欄。若需要，$15報名費可向教會報銷。 

生活充實俱樂部：  

 01/30歐陽吉林博士  “理財投資入門” 
 02/06    慶祝舊曆新年 

出席與奉獻: 1/19-20/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華語 33, 台語 70,  SKY 25 台語$1,367.00,   SKY $1,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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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1/27/19-2/02/19)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7 馬可 11:1-11 
你從這經文中學到了什麼有關於
真理? 

1/28 詩篇 118:1-2, 
19-29 

進入義門對你有什麼意義? 

1/29 耶利米  
31:31-34 

這經文教你什麼有關於上帝和盟約? 

1/30 詩篇 51:1-13 "上帝所要的是你內裡的誠實"意
味著什麼? 

1/31 詩篇 119:9-16 "將上帝的應許藏在心裡"對你來
說意味著什麼? 

2/01 
希伯來書 
5:5-10 

一個人怎能既是神的祭司又是祂
的孩子? 

2/02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27/2019) (2/03/2019) 

招      待 鄭再榮 李昭瑩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楊英才   

來      賓 張文傑 陳毓盛 

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林繼義 徐光武  /  林詠偉 

司      獻 
徐光武 

洪潔君      劉麗玲 
黃文秀 

李昭瑩      劉麗玲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林珍珠      陳美玲 

育       嬰 洪潔君 郭淑華 

茶點預備 許毓升         蘇楓琇 Potluck 

茶點分配&清理 林詠偉    廖婉妤 羅逸翔    唐乃傑 
陳虹伶    徐光武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洪潔君 張文傑     黃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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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由聖歌隊指揮Gail Lee 擔任藝術總監的 Sinfonietta Nova
交響樂團將於 2/2(六)晚上 7:30 舉辦音樂會。地點在
Prince of Peace Lutheran Church。 詳情請看樂團網站。請
踴躍捧場! www.sinfoniettanova.org.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27/19) 

主  理 
(1/27/19) 

主  理 
(2/03/19) 

地    點 
(1/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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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許毓升      
  蘇楓琇 Potluck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許毓升      
  蘇楓琇 Potluck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29/19) 
Lesson 2 
楊純貞 

(2/05/19) 
Lesson 3 
黃文秀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2/01) 

8pm-10pm   
Bridgewater     

 

主理   
白建信 

  
 

經文   
創世記 3 
 

 

招待家庭  
文義與淑玲
908-575-1912 

六 
分區 
查經 
(2/02) 

8pm-10pm   
Coast   

10am-noon 
Princeton 

主理   
余秀美 

   
陳蓓蓉 

經文  
創世記 

導論&1-2:3     
創世記 3 

 

招待家庭  
主中與美珍
732-972-7456     

Church 
  

http://www.sinfoniettanov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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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詩 
陳東亮長老敬賀 

 
 

蘇醒盼待          夢幻愛 

楓雪酷寒          追不怠 

琇色可餐          心愛慕 

許願相隨          來託付 

毓情寓意          甜言蜜 

升華愛情          莫分離 

結為連理          相照顧 

婚姻永固          神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