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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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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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母親節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Mother’s Day Worship  
  司會 Liturgists：張文傑長老 (Elder Wen C Chang) 

          Elder Darren Ochs 
  證道 Preacher : 黃景彬牧師(Rev. Jim Huang) 
  司琴 Organist：陳玫麗姐妹 (Ms. Meili Chen) 

1:15 pm                                                                   May 12, 2019 
﹌﹌﹌﹌﹌﹋﹌﹋﹌﹋﹌﹌﹋﹌﹌﹌﹌﹌﹋﹌﹌﹌﹌﹌﹌﹌﹌﹌﹌﹌﹌﹌﹌﹌﹌﹌﹌﹌﹌﹌﹌﹌ 

序樂 Prelude    「Joyous Jubilee」        By Brian J. Heinlein 
  手鐘隊 Handbell Choir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主是咱的牧者，咱的導路的及保護者。 
L :  The Lord is our shepherd, our guide and protector. 

 眾: 主是咱的父母，咱的同伴及朋友。 
  C : The Lord is our parent, our companion and friend. 
司: 主是全能的，有智慧及權能。 
L :  The Lord is almighty, with wisdom and power. 
眾: 主同在，有安慰及關懷。 

  C : The Lord is present, with comfort and care. 
司: 謳咾及榮光、智慧及感謝， 
L :  Blessing and glory, wisdom and thanksgiving, 
眾: 尊貴及能力歸佇咱的上帝！阿們。 

  C : honor and might be to our God! Amen. 
讚美*Praise* Sky Praise Team/congregation 
 「Filled with Your Glory」 
 「Grace Like Rain」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兒童洗禮 Children's Baptism 
推薦 Presentation 楊英才長老 Elder Allen Yang          
信仰告白 Profession of Faith     
水的祝福 Thanksgiving over the water             
洗禮 Baptism 
   Camille Esther Chen (陳穎萱, Parents: Carina Wang & Sam Chen) 
   Amelia Tsai (Parents: Kay Chuang & Hsien-Yi Tsai) 
按手禮 Laying on of Hand 
接納 Welcome                                             會眾 Congregation  

 “阮用喜樂與感謝的心，歡迎你加入阮傳揚基督福
音的事工，因為佇祂裏面，咱成做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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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joy and gratitude, we welcome you to our ministry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Christ, for in Him we are one.” 

聖詩*Hymn*     T159「主佇我心內，無驚惶自在」 

       E450 「Be Thou My Vision」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搖籃的手」        詞：蕭瑞安 / 曲：蕭泰然 
   聖歌隊 Choir  
搖籃的手極偉大, 震動世界人人知 
美妙甜蜜的歌曲, 動人故事真感激 
 
老母的心我教室, 指示路途免受惑  
冥日薰陶永不斷, 信心唯一大財產 
  
日影伸長又涼冷, 殷勤操勞無時停  
為我勞苦是重重, 頭額手掌痕跡明 
 
上帝愛疼算未了, 老母慈愛相關照 
願她永站主胸前, 享受福氣在天庭 

認罪呼召 Call to Confession         司會 Litur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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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us draw near to God with sincerity of heart and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our spirit washed with His blood. Let 
us confess our sins before God and one another.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親愛的阿爸父上帝， 祢是新生命的上帝，但阮受著舊的

做代誌(chòe-tāi-chì)的方式所約束。祢是無限好消息的上

帝，但是阮活佇驚惶及懍懾(lún-neh)。祢是復活的上帝，

但阮用阮的日子在宣告死亡。祢是豐富的上帝，但阮驚祢

的恩典不夠。祢是互人權能的上帝，但阮懷疑阮是呣(m̄)

是有能力來做祢的工作。祢是赦免的上帝，但是阮無法度

原諒別人抑是阮家己。主啊，請憐憫阮! 赦免阮! 引導阮成

作完全。奉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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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 God, You are a God of new life, yet we are bound 
to the old way of doing things. You are a God of infinite 
good news, yet we live in fear and dread. You are a God 
of resurrection, yet we spend our days proclaiming death. 
You are a God of abundance, yet we fear there is not 
enough grace. You are a God of empowerment, yet we 
doubt whether we can do your work. You are a God of 
forgiveness, yet we cannot forgive others or ourselves. 
Oh Lord, have mercy upon us. Forgive us and lead us to 
wholenes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Silent Prayer)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司會 Liturgists     司會 Pre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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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one who is in Christ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life has 
gone; a new life has begun. Know that you are forgiven 
and be at peace.   Amen.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使徒行傳 9:36-43 (新約: 藍, p145; 紅, p200; 棕, p200) 

 Acts 9:36-43 (New Testament) 
             司：這是上帝的話   L：This is the word of God 

 眾：感謝上帝    C：Thanks be to God 
證道 Sermon      「大比大，起來」 

  「Tabitha, Get Up」  
回應詩*Response Hymn*  

(melody use Taiwanese hymnal)                         
 T194 「開我目睭互我看見」 

 E451「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 」  
奉獻 Offering       

    三一頌*Doxology*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敬拜上帝父子聖神 
 謳咾三位一體上帝，尊名流傳直到萬世   阿們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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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Introduction  
祝福差遣*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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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Tsai 長老與 Nua; Paul牧師/Linda師母及家人；逸翔兄的
外祖母與家人；建仁兄；秀芬姐的父親；梓義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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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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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019) (5/19/2019) 

招      待 李淑文 李淑文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Darren Ochs 魏淑玲 

來      賓 張文旭 張文旭 

影  音 /  錄  影 林秀芬  /  陳毓盛 林秀芬  /  陳毓盛 

司      獻 
陳虹伶 

李淑真     劉麗玲 
陳虹伶 

李淑真     劉麗玲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孫淑真 楊純貞     陳美玲 

育       嬰 李淑文 Nua Tsai 

茶點預備 Potluck 外賣 

茶點分配 
&清理 

梁慶弘   Jason Tang 
林柏儀      李英民 

許毓升  蘇楓琇 

值 日 長 執 蘇楓琇      李淑真 蘇楓琇      李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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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及朋友，禮拜後請到樓下聚餐，

一起慶祝母親節。 

2. 今天聚餐時間，秀芬姐將為慶祝母親節，特別在樓下

分享 “Golden Girls”. 下週成人主日學主題是“基要真理#9-

死亡與永生”。 

3. 教會的 food drive 到 5/26 (日)為止，目前仍繼續收集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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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4/28(日)教會舉行轉籍禮，小會接納陳泰明兄(Thomas 

Chen) 轉籍為新會員。    

出席與奉獻: 5/5/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77,   SKY 19 台語 $1,627.00 ,  SKY  $745.00 暑期短宣 $1226.00 

社區消息: 
 今年的美東夏令會已開始註冊，7/4-7/7，由新州主辦。
地點在賓州 West Chester University，請上網報名，
TACEC/2019/，有問題請洽麗玲姐。 

 5/24(五) 6:20-9:30pm 紐澤西電影放映會將放映“我們的青
春，在台灣”。地點在Mercer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的
Conference Center。請踴躍捧場! 詳情請見公佈欄! 

 5/24(五)-6/2((日)在紐約經文處將有一個「順天美術館藏
品展—告別鄉親美東巡廻展」展覽活動，這個展覽活
動展出的是以台灣前輩畫家作品為主，歡迎前往參觀! 

生活充實俱樂部：  

 05/08     慶祝母親節 
 05/15     林景福醫師      “宇宙漫談”   

https://www.homefrontnj.org/
http://tacec.org/2019/#/?_k=3bhttp://tacec.org/2019/#/?_k=3bzqrozq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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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5/12/19) 

主  理 
(5/12/19) 

主  理 
(5/19/19) 

地    點 
(5/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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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芬 黃景彬 

Basement 
Room G 

日 TKC 
2:45pm- 
4:00pm 

Potluck/
林秀芬 黃景彬 

Basement 
Room G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休假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5/14/19) 
Lesson 5 
李淑真 

(5/21/19) 
Lesson 6 
陳玫麗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5/17) 

8pm-10pm   
Coast     

Princeton   
Windsor / 
Brunswick 

主理   
張哲祥     
林繼義     
蘇英世 

經文   
創世記 9 

 
創世記 

12:10-13:18  
創世記 

9-10 

招待家庭  
逸夫與秀美
732-637-9660 
民安與純貞  
908-874-0833 
英世與麗玲
609-275-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