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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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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大齋節第五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5th Sunday in Lent Worship Order  

司會: 張文旭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April 07,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咱聚集作夥，來分享基督的福音， 
   眾: 靠著上帝偉大的愛的故事。 
司: 咱聚集作夥，來回應基督的呼召: 
   眾: 行佇通向(ǹg)十字架的道路。 
司: 咱聚集作夥，成做基督的身體: 
   眾: 來服事咱的頭。 
司: 咱聚集作夥，來跟對基督的道: 
   眾: 來謳咾咱的上帝！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441 「上帝聖神引導保護」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Lord, Be With Us On This Day」 聖歌隊 
  by Jay Althouse  

Lord, be with us on this day, 
and in Thy presence may we evermore adore Thee. 
And Lord, be near and show Thy way, 
that we may follow in the path You Choose.  
Lord, be with us on this day, 
as with a humble heart we raise our mortal voices. 
And Lord, let us not go stray, 
for we are ever filled with doubt and with temptation.  
Help us, O Lord, to love and understand 
all Thy ways both great and small. 
Lead us this day, O Lord,  
we humbly pray so that we may heed Thy call.  
Lord, be with us on this day, 
and in Thy presence may we evermore adore Thee. 
And Lord, be near and show Thy way, 
that we may follow in the path You Choos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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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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阮及基督作伙行去耶路撒冷的時，阮發現家己想要愛
回頭：選擇榮耀贏過受苦，成功贏過正義，舒適贏過和
平，獨立贏過門徒訓練。阮欲愛相信阮會對基督忠實直
到落尾，但是阮驚阮會及人群作伙喊“釘十字架”。生
命之主，請赦免阮所有未通回應祢的呼召的罪。將阮及
祢的疼結連，靠祢的恩典來得著釋放(tháu-pàng)，用祢
的靈互阮閣一遍活潑起來，通跟對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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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43:16-21 
(舊約: 藍 p796; 紅 p915; 棕 p915)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要記得上帝也會做新的事」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610 「耶穌是阮心所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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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透早去撒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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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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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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的主題是“今天講道的回應”由黃景彬
牧師主持，歡迎踴躍參加!  下週主題是“增進親子關係
系列 - 11”。 

3. 教會徵求捐贈復活節花卉以佈置禮拜堂，4/21(日)
聚會後請一定要負責把所捐贈的花帶回家。意者請
於 4/11(四)前將訂單寄交給辦公室(Shu)，e-mail: 
tafpc@tafpc.org, 支票抬頭請寫 TAFPC，並註明復活
節花卉，謝謝!  

4. 婦女茶會將於 4/14(日) 2:20pm在樓下 SKY禮拜堂舉
行，聚會內容是“DIY Teacup Garden”，歡迎年滿 18
歲以上姐妹預備心參加。 

5. 從 3/17(日)到 5/26 (日)教會有 food drive ，收集罐裝、盒
裝食品(尤其是蛋白質類)、Cereal、Pasta、Pasta Sauce 
及 Shelf-stable milk 等食品，捐給Home front. 請兄姊慷
慨捐助! 詳情請看 https://www.homefrontnj.org 

6. 4/27(六)教會春季大掃除，早上 9:00 開始，請兄姊
們預留時間來參與，謝謝! 

7. 4/28(日)禮拜後有 potluck, 暑期短宣募款以及全教
會禱告聚會, 一家一菜，請兄姐預留時間支持參加! 

小會公告: 
1. 4/21 復活節主日，教會將舉行洗禮與轉籍，意者請向
黃景彬牧師登記。洗禮的學道班是 4/6, 4/13, 4/20(六) 1–
3PM, 在地下室牧師辦公室上課；轉籍者請參加 
4/20(六)學道班。 

2. 小會決定，將原訂於 4/28(日)為公開討論教堂是否需
要擴建而特別召開的會員大會，延至 5/5(日)。這是回
應 34名會友之請求。 請留意，並預留時間參加! 

社區消息: 
 TAANJ 邀請兄姐參加 Branch Brook Park 的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 4/13( 六 ) 9:30am 在 Cherry 
Blossom Welcome Center 集合。Carpool 請儘早報
名，詳情請見公佈欄。 

mailto:tafpc@tafpc.org
https://www.homefront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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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04/10  All Club Members  “All-hands meetings: Reflecting on the 

past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04/17    Dr. Connie Fu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Sleep Disorders”  
主內交通與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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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翔兄
的外祖母及家人；建仁兄/靜雅姐，秀芬姐的父親；梓義
長老；俊彥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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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讀經 :請兄姊到公佈欄取用，按照進度靈修默想。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4/07/2019) (4/14/2019) 

招      待 李淑真 李淑真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旭 許毓升 

來      賓 鍾崇仁 鍾崇仁 

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林繼義 吳建勳  /  林繼義 

司      獻 
徐光武 

黃文秀      李淑真 
徐光武 

黃文秀      李淑真 

清 點 奉 獻 林嘉柔      陳美玲 林嘉柔      孫淑真 

育       嬰 郭淑華 李淑文 

茶點預備 洪潔君 外賣 

茶點分配&清理 林詠偉      陳蓓蓉 白建信      蔡申怡 

值 日 長 執 許毓升      李淑真 許毓升      徐光武 

出席與奉獻: 3/31/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69,   SKY 10 台語 $2,426.00 ,   SKY  $300.00 感恩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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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4/07/19) 

主  理 
(4/07/19) 

主  理 
(4/14/19) 

地    點 
(4/07/19)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林又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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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pm- 
4:00pm 黃景彬 林詠偉 Sanctuary 

日 TKC 
2:50pm- 
4:00pm 查經 林詠偉 

Basement 
Room E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4/09/19) 
春假 

(4/16/19) 
春假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4/12) 

8pm-10pm   
Edison    

 

主理   
張文旭   

 

經文    
創世記 9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六 
分區 
查經 
(4/13) 

10am-12pm   
Princeton  

 

主理   
張文傑 

經文   
創世記 9 

 

招待家庭  
崇仁與聖珍
609-430-0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