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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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TAFPC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司會: 楊英才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February 03,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咱來到這個聖所， 
 眾: 作伙敬拜上帝; 
司: 咱來尋找(cháu-chhē)上帝的話， 
 眾: 對那個呼召咱的，所發出一個輕聲的保證。 
司: 咱帶著向望要來影著(iá -ntio̍h)上帝， 
 眾: 抑是(ah-sī)影著上帝眼中的世界。 
司: 通過咱的敬拜，音樂，學習及笑聲， 
眾: 願上帝集中咱的眼光，互咱通過伊愛(thiàn )的鏡頭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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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Do Not Be Afraid for You Are Mine」 聖歌隊 
       by Lloyd Larson 

Do not be afraid for I am with you,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storm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fire, do not be afraid for you are mine.  
Do not be afraid for I am with you. Come to me, you are my child. 
Through the waters deep, or the valley so steep,  
do not be afraid for you are mine.  
Cast your fears on the Lord each day for He cares for you. 
Place your trust in the Lord today.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Be not dismayed whatever betide,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Beneath His wings of love abide,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through every day, over all the way; 
He will take care of you. God will take care, God will take care, 
God will take care,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Do not be afraid for you are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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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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當阮猶未佇腹肚內受造的代先，祢已經識阮，
閣疼阮。佇阮出聲祈禱以前，上帝啊，祢已經聽見阮，
閣疼阮。祢叫阮反映出(hoán-èng-chhut)祢的疼，成作彼此
的疼；但阮時常親像是響(hiáng)的玲瓏(lin-long)，干單(kan-
ta)注重數量，無注重疼。阮時常是貪心的人，尋找成功
卡贏疼。阮時常是淺薄(chhián-po̍h)的跟隨者，干單(kan-ta)
愛舒適(sù-sī)，呣愛疼。赦免阮! 憐憫的上帝，願祢的疼互
阮成作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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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 1:4-10 
(舊約: 藍 p827; 紅 p950; 棕 p95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我與你同在」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25 「美妙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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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主耶穌心真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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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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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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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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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2/16(六) 4:30pm 有華語禮拜，歡迎參加! 

2. 2/24(日)下午召開年度和會，請會友們準時出席!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有慶祝春節Potluck聚餐，
請留步享用並交誼! 晚上還可一起看“Superbowl” 球賽。 

2. 今天成人主日學暫停。下週主題是“在哥斯達黎加見
証上主的恩典”，由Rev. Dawn Adamy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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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庭團契將於本週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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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CNB的homeless shelter需要幫忙。2/4, 2/6 及 2/7夜班各
需 1人。下一個 shelter 時段將從 3/17(日)開始。願意幫
忙者請聯繫文旭長老(551-235-2338)。謝謝! 

生活充實俱樂部：  

 02/06   慶祝舊曆新年   
 02/13    吳耿志先生      “顯微鏡” 

出席與奉獻: 1/27/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80,  SKY 17 台語$2,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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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2/03/19-2/09/19)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3 約翰 12:20-33 真正看到耶穌是什麼意思？ 

2/4 
出埃及記
34:29-35 

關於作上帝的使者，你從這個故
事中學到了些什麼？ 

2/5 詩篇 99 
求告上帝的名對你來說意味著什
麼？ 

2/6 林後 3:12-4:2 敞著臉看到上帝是什麼意思？ 
2/7 路加 9:28-43 你要如何聽耶穌？ 
2/8 民數記 21:4-9 這故事有什麼關於醫治的教導？ 
2/9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2/03/2019) (2/10/2019) 

招      待 李昭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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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毓盛 陳毓盛 

影  音 /  錄  影 徐光武  /  林詠偉 徐光武  /  林詠偉 

司      獻 
黃文秀 

李昭瑩      吳建勳 
黃文秀 

李昭瑩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林珍珠      陳美玲 林珍珠      陳美玲 

育       嬰 郭淑華 李淑文 

茶點預備 Potluck 余秀美 

茶點分配&清理 
羅逸翔    唐乃傑 
陳虹伶    徐光武 

林又堅   陳叔承 

值 日 長 執 張文傑     黃文秀 張文傑     黃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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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2/03/19) 

主  理 
(2/03/19) 

主  理 
(2/10/19) 

地    點 
(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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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luck Dawn Adamy Basement 

日 TKC 
2:45pm- 
4:00pm Potluck 查經 Basement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2/05/19) 
Lesson 3 
吳曼麗 

(2/12/19) 
Lesson 4 
陳玫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2/08) 

8pm-10pm   
Edison 

 

主理   
陳毓盛  

 

經文   
創世記 3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