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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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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Order  

司會: 魏淑玲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May 19,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 著謳咾主！ 
 眾: 對天謳咾上帝！ 
司: 男的，女的，所有的人， 

 眾: 老的、少年的作夥! 
司:謳咾主的名， 
 眾: 伊的名高過天及地！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81 「上帝此時臨在」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聖歌隊 
  by Eugene Butler 

[Refrain]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My gospel to every creature!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My gospel to every creature!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My gospel!   
Jesus said, "This is the great commandment: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than this; 
that he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friends." [Refrain]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you believe in God. 
If you believe in God, you believe in Me!" [Refrain]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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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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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齊聲讀祈禱文)   
聖潔的上帝，祢的疼無界限(kài-hān)，當阮試圖限制它的
時，請赦免阮！祢的恩典是欲(beh)互所有的人，當阮試
圖約束它的時，請赦免阮！祢的靈呼召阮來跟對，當阮
選擇無(bô)欲(beh)順趁(sūn-thàn)的時，請赦免阮！上帝
啊！請赦免阮的無夠額(kàu-gia̍h)。互阮通脫開束縛，來疼
及服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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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16:9-15
2019 May 05.doc

 
(新約: 藍 p154; 紅 p210; 棕 p211)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呂底亞的貢獻」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52 「救主疼痛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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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我愛學主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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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019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台語 90 $3,254.00  暑期短宣  $500.00 

每日讀經 : 請兄姊到公佈欄取用，按照進度靈修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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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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黃景彬牧師主理“基要真理#9-死亡
與永生”。下週主題是“我以為我還有時間... ” 。 

3. 5/20(一)起，黃景彬牧師將參加為期一週的進修，之後將
與加州的家人相聚，5/31(五)回來。5/26(日)將由謝敏川牧
師講道。黃牧師外出期間，若有任何關懷牧養的需要，
請洽小會書記楊英才長老或團契事工的張文旭長老。 

4. 6/1(六) 9am-4pm 在我們教堂有個長老會中會的活
動。"Church has left the building"的作者將會來參加，這
是以一個新方式來看傳福音。歡迎踴躍參加! 

5. 請留意! 今年的父親節主日(6/16)將恢復野外禮拜及
BBQ在Woodlot Park. 早上 11點開始作禮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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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教會舉行兒童洗禮，Camille Esther Chen (陳穎
萱，Carina Wang & Sam Chen的女兒)及 Amelia Tsai (Kay 
Chuang & Hsien-Yi Tsai的女兒) 接受洗禮。 

主內交通與代禱 : 

 英民兄的母親，李陳璞玉姐，5/17(五)因肺炎住院，請
切切代禱，早日康復! 

 恭喜健仁兄與靜雅姐的公子 Jonathan 與媳婦 Mirae 於
5/10(五)再得一子， Zachary Aaron Hung, 母子均安。 

 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
蔡志雄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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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omefront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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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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實俱樂部：  
 05/22    陳振銘先生     “日本花園欣賞”   
 05/29    蘇藤宗先生     “源平合戰及悲劇英雄 - 源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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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5/19/2019) (5/26/2019) 

招      待 李淑文 李淑真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魏淑玲 張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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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秀 

陳虹伶 
李淑真     劉麗玲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陳美玲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Nua Tsai 洪潔君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分配 

&清理 許毓升     蘇楓琇 林詠偉    范心潔 

值 日 長 執 蘇楓琇     李淑真 蘇楓琇    李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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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19) 

主  理 
(5/19/19) 

主  理 
(5/26/19) 

地    點 
(5/19/19)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李秀文 林又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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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pm- 
4:00pm 黃景彬 魏淑玲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黃景彬 自由活動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5/21/19) 
Lesson 6 
陳玫麗 

(5/28/19) 
Lesson 7 
楊純貞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5/24) 

8pm-10pm   
Edison    

 

主理   
陳毓盛   

 

經文  
創世記 

12:10-13:18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