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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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當烏西亞王死彼年，我看見主坐佇高高的寶座。伊

的衣服垂落滿殿。佇伊的頂面有西拉兵跟隨 teh 

徛；各有六個翼:用兩個翼遮面，兩個翼遮腳，

兩個翼 teh 飛；此個唱彼個和講: 

眾: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的耶和華；伊的榮光充滿全地!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79「懇求上帝憐憫」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Lord, Here Am I」 聖歌隊 
       by Jay Althouse 

Lord, when you call me, I gladly will obey. 
If you direct me, I will find your way. 
What is my purpose? What have you planned for me? 
What is my mission and where will it be? 
 
Lord, I will follow, if you will only lead. 
Guide and support me; you are all I need. 
Lord, when you call me, I gladly will reply. 
"Ready and willing, Lord, here am I." 
 
Pardon me whenever I turn from the right. 
Help me and bring me again to your light. 
Show me the pathway that frees me from sin. 
Help me to be pure within. 
 
Lord, give me wisdom in all things great and small. 
Be there beside me if ever I should fall. 
Lord, when you call me, I gladly will reply. 
"Ready and willing, ready and willing, Lord, here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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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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門框因為唱和的聲來振動；殿就有煙雲滿滿。我講， 
眾:我有災禍啊!我滅無啦!因為我是嘴唇無清氣的
人，閣 tiàm 佇嘴唇無清氣的百姓中。因為我目
睭有看見王，萬軍的耶和華。 

司: 咱是嘴唇無清氣的人，服事一位恩典滿滿的上帝。咱
相閤佇上帝的面前彼此認罪。 

眾:聖潔的上帝，你呼召阮過服事的人生。當阮沒用
信心來回應的時，請赦免阮。原諒阮壞的行為及
無行動，閣引導(ín-chhōa)阮成作祢忠實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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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 6: 1-13 
(舊約: 藍 p751; 紅 p873; 棕 p87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咱攏是耶和華的使者」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20 「聖父上帝 tiàm 天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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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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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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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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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步與HPC會眾一起
享用點心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與 HPC 合併舉行，主題是“在哥斯達
黎加見証上主的恩典”，由Rev. Dawn Adamy分享。下
週主題是“增進親子關係系列-9”。 

3. 2018 奉獻收據本週最後一次分發，請兄姐們記得向
Darren長老領取，以節省郵資。謝謝! 

4. 婦女會茶會將於 2/17(日)2:20pm，在樓下 SKY 禮拜堂舉
行，歡迎年滿 18歲以上女性，預備心參加。 

5. 4/6 (六)在長島台灣歸正教會、4/13 (六)在新澤西台灣歸
正教會(Fairlawn)有兩場研讀本聖經研習會，請把握機
會參加。詳情及報名表請見公佈欄。 

生活充實俱樂部：  

 02/13    吳耿志先生      “顯微鏡” 
 02/20   莊秋芬女士   “生活點滴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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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2/03/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83,  SKY 20 
台語 $7,233.00 
 SKY       $800.00 

感恩 $200.00 
建堂 $150.00 

每日讀經 (2/10/19-2/16/19)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10 申命記 26:1-11 關於感謝你從這經文中學到了什麼? 

2/11 
詩篇  
91:1-2, 9-16 信靠上帝對你有什麼意義? 

2/12 羅馬書 10:8b-13 這道如何能在祢口裡、在祢心裡? 

2/13 路加 4:1-13 被聖靈引到曠野，對你來說意味
著什麼? 

2/14 詩篇  
107:1-2, 17-22 你如何這詩篇中認識神的性情? 

2/15 以弗所 2:1-19 你曾如何經歷這經文所描述的恩典? 
2/16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2/10/2019) (2/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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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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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文 Nua Tsai 

茶點預備 余秀美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林又堅     陳叔承 Jack Tsai    李昭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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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9) 

主  理 
(2/10/19) 

主  理 
(2/17/19) 

地    點 
(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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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wn 
Adamy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Dawn 
Adamy 

林詠偉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2/12/19) 
Lesson 4 
陳玫麗 

(2/19/19) 
Lesson 5 
廖愛信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2/15)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 

主理   
魏淑玲    
劉怡和 

 

經文   
創世記 4   
創世記 
2:4-25 

招待家庭  
清一與愛信
732-500-3658  
怡和與秀美
732-922-9689 

六 
分區 
查經 
(2/16) 

10am-noon   
Princeton 

主理   
陳蓓蓉 

經文    
創世記 4 

 

招待家庭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