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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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旭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February 17,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上帝的子民，咱著打開心門， 
   眾：因為上帝正佇(tú-tī)咱中間講話。 
司：上帝的子民，咱著打開心門， 
   眾：因為聖靈正佇(tú-tī)這(chia)運行。 
司：上帝的子民，咱著打開心門， 
   眾：敬拜彼(hit)位互咱完全的。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411 「阮的天父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Trust in the Lord」 聖歌隊 
       by James & Andrea Barnard 

[Refrain]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trust in the Lord for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direct your paths.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He will light the way. 
Simply trust Him, Simply trust Him.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Sometimes the road seems dark and the pathway is filled 
with shadows. God is faithful to His promises.  
He will light and guide the way! [Refrain]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He will light the way. 
Simply trust Him, Simply trust Him.  
Only trust Him, Only trust Him.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Trust in the Lord. Trust in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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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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按呢講：見若倚靠人用肉體做伊的手，伊的心

離開耶和華者，彼號人受咒詛。 

眾:恩典的上帝，當阮因為家己所選擇的詛咒，感覺

負擔沉重的時，請赦免阮! 阮倚靠屬世間的事物，

無信靠祢恩典的深度。阮將向望寄託(kià-thok)在

人身上，無承認祢是唯一的上帝! 

司:因為伊欲親像曠野的杜松；福氣到的時，伊看 bōe-

著；欲 tiàm 佇沙漠乾燥的所在，無人徛起的鹹地。 

眾:恩典的上帝，當阮發現家己得欲(tit-beh)嘴乾死，卻

無看見祢將生命的水擺(pái)佇阮面前的時，請赦免

阮!互阮認清阮的救贖，互阮明白祢的呼召的好。 

司:倚靠耶和華，掠耶和華做伊所倚靠者，彼號人有福氣。 

眾:主啊，求祢用恩典如雨沃(ak)阮，互阮通像栽佇活水

邊的樹。滋潤(chu-jūn)阮的靈魂，互阮的心神活潑，

開發(khui-tháu)阮的思想，減輕阮的負擔。赦免阮，

互阮得著釋放(tháu-pàng)，通閣一遍來 chhì-khòa -n

mā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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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0 
(舊約: 藍 p852; 紅 p976; 棕 p97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倚靠耶和華的人有福氣」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93 「上帝所賜活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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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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主耶穌放拺祢寶座冕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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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2/10/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60,    SKY 24 台語 $6,115.00 ;        SKY    $575.00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2/17/2019) (2/24/2019) 

招      待 李昭瑩 李昭瑩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旭   張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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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a Tsai 洪潔君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Jack Tsai    李昭瑩 鍾崇仁     張聖珍 
值 日 長 執 張文傑     黃文秀 張文傑     黃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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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下主日(2/24) 禮拜後召開年度和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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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起享用點心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增進親子關係系列-9”，由
林詠偉兄主講。下週召開和會，主日學暫停。 

3. 今天 2:20pm 婦女會茶會聚會內容是“詩歌分享”，由
陳蓓蓉長老、黃詠恩姊妹分享。於樓下 SKY 禮拜
堂，歡迎年滿 18歲以上女性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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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23(六)為慶祝信仰和家庭日，宣教事工部邀請兄
姊到 Prudential Center 看 NJ Devils 對 Arizona Coyotes 
的曲棍球賽，1pm, $43/ticket, 賽後還有表演、照相
等活動，意者請儘快到公佈欄報名。 

生活充實俱樂部：  

 02/20   莊秋芬女士   “生活點滴閒談--Gardening tips”  
 02/22   明居正教授   “當前兩岸關係之展望與挑戰”  
 02/27   邱義昌博士     “緬懷二二八，記取歴史教訓” 

每日讀經 (2/17/19-2/23/19) : 
日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17 創世紀 15:1-18 
關於"與神立約"你從這個故事中學
到什麼？ 

2/18 詩篇 27 住在神殿中是什麼意思？ 

2/19 腓立比 
3:17-4:1 你是天上的國民意味著什麼？ 

2/20 路加 13:31-35 "成為奉主名來的"是什麼意思？ 
2/21 約翰 3:14-21 信仰與眼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2/22 詩篇 22:22-30 這詩篇中說我們為什麼要向上帝
禱告？ 

2/23 自選的經文 祈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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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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芬姐的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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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2/17/19) 

主  理 
(2/17/19) 

主  理 
(2/24/19) 

地    點 
(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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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敏川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50pm- 
4:00pm 

林詠偉 和會 Sanctuary 

日 TKC 2:50pm- 
4:00pm 

林詠偉 和會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暫停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2/19/19) 
Lesson 4 
陳玫麗 

(2/26/19) 
Lesson 5 
廖愛信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2/22) 

10am-12pm    
Edison  

 

主理    
張文旭 

經文    
創世記 4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