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ne 0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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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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聖靈降臨節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Pentecost Sunday Worship Order  

司會: 王雅雅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黃文秀姊妹 
 1:15 pm                                                                                  June 09,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聽啊!上帝的子民!上帝通過風及聲音在講話 
   眾:呼召咱去跟對及服事 
司:看啊!上帝的子民!上帝正在(tú-teh)運行佇教會及世界 
   眾:教示咱怎樣去疼及帶領 
司:信啊!上帝的子民!上帝正(tú)通過所有的創造在作工 
   眾:吸引咱進入聖靈的溫暖 
司: 敬拜啊!上帝的子民! 

眾:咱作伙來敬拜上帝!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164「至聖的神，聽阮祈禱」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Spirit, Sing Through Me」 聖歌隊 
  Words by H Frombach, Music by M McDonald 

Spirit, place Your song within my heart;  
breathe within my soul each note and part. 
Make my voice Your messenger to all the world  
'til all may know the grace, the love that God imparts. 
Spirit, sing Your song through me. 
 
Spirit, be my guiding voice so near, 
bringing peace and casting out all fear. 
Make my voice Your messenger to all the world 
'til all may know the grace, the love that God imparts. 
Spirit, sing through me; Spirit, sing through me. 
Spirit, sing through me!  
Spirit, sing through me a song, a song. 
 
Spirit, sing Your melody a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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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into my heart and back to You. 
Make my voice Your messenger to all the world  
'til all may know the grace, the love that God imparts. 
Spirit, sing Your song, Spirit, sing Your song,  
Spirit, sing Your song through me, Your song, Your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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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憐憫的上帝，祢叫阮著打開心門，但是阮將伊向祢良善
的聖靈關密(ba̍t)密；祢呼召阮開(khui)阮的意志(ì-chì)，但
阮寧願將伊限制佇阮所知的範圍內。祢向望阮打開耳
孔，但阮閃避祢恩典的話。憐憫的上帝，請赦免阮!用
祢的疼醫治阮，抱阮，洗阮清氣。閣一遍用祢的聖靈向
阮吹(pûn)風，互阮通用信實的生活來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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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 11:1-9 
(舊約: 藍 p9; 紅 p12; 棕 p12)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巴別的文化」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184 「上帝疼痛哪會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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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天頂大開恩典的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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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黃景彬牧師將於 6/14-6/16 在華盛頓 DC 擔任華府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的講員。之後他將於 6/17-6/25 在富勒
神學院上課。6/28回N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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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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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林詠偉兄主理，主題是“增進親子

關係系列-12” 。下週主日學暫停! 
3. 今天有婦女茶會，2:20pm 在 SKY 禮拜堂，內容是“DIY

乾燥花磁鐵”，歡迎 18歲以上姊妹預備心參加。 
4. 截至 5/31 止，今年的經常費有$-28,264.26 淨虧損

額 (去年同時期淨虧損額是$ -40,118.50).奉獻比去年
同時期增加$4,649.89(或 4.46%).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
問題請洽 Darren Ochs 長老。 

5. TKC 與家庭團契合辦 Biking Fun Day, 6/22(六) 9:30am-
3:00pm在Mercer County Park, 請兄姐們踴躍參加，並邀
請朋友一起來! 為準備午餐，請事先報名。每人$10，
詳情和報名請洽德淵長老或Robert Lo，6/16截止報名 ! 

6. 今年父親節主日(6/16)有野外禮拜在Woodlot Park. 11am
作禮拜。禮拜後有 BBQ, 請踴躍到公佈欄登記菜單。
當天請自備野外的椅子和每戶一加侖飲用水。謝謝！ 

7.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訂於 7/19-7/21(五-日)，台語部講
員是曾宗盛牧師及蘇慧瑛牧師，主題是“服事”，即
日起報名，6月底止，報名表請交給教會辦公室。  

8. 暑期特別音樂事工招募志願者，7/1-8/26。鼓勵願意
以音樂恩賜服事的團體及個人向文傑長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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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蘇德源兄的 cousin Chun-Der將於6/11(二)在New Brunswick

開始接受淋巴癌的治療，請切切為治療及尋找暫時住處
的順利代禱，並紀的念他及家人的心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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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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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6/02/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68人,    SKY 18人 台語$1,795.00,  SKY $1,100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6/9/2019) (6/16/2019) 

招      待 林詠偉      范心潔 羅浚哲    唐乃傑 

音  樂 / 司   琴 黃文秀 NA 

司  會 /  報  告 王雅雅 張文旭 

來      賓 徐光武 羅浚哲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陳毓盛 NA  /  陳毓盛 

司      獻 
李昭瑩 

蘇添貴     劉麗玲 
李昭瑩 

蘇添貴     劉麗玲 

清 點 奉 獻 陳美玲     林珍珠 陳美玲     林珍珠 

育       嬰 李淑文 NA 

茶點預備 外賣 BBQ 

茶點分配 
&清理 

羅浚哲    陳東亮 
林嘉柔    陳虹伶 
陳美雲    黃詠恩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蔡賢奕 Christine Su  蔡賢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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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 請兄姊到公佈欄取用，按照進度靈修默想。 

生活充實俱樂部：  

 06/12莊秋芬女士 “生活點滴閒談 -- Gardening tips, 
Drinking water and Healthy eating plate”     

 06/19 陳廷楷教授 “講古: 希臘神話 ‘一粒金蘋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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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澤西戲劇工作坊招收福音歌仔戲學員，男女皆可，
7/8-7/13. 詳情請見公佈欄，意者請洽麗玲姐。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6/9/19) 

主  理 
(6/9/19) 

主  理 
(6/16/19) 

地    點 
(6/9/19)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李秀文 NA Sanctuary 

日 主 日 
早禱會 

12:40pm- 
1:05pm 同心禱告 NA Basement 

Room C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30pm 黃景彬 

D.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黃景彬 NA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禱告會 NA Basement 

Room E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6/11/19) 
Lesson 9 
黃景彬 

暑休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6/14) 

8pm-10pm   
Edison       

 

主理   
張文旭         

 

經文  
創世記 
14:1-24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http://tacec.org/2019/#/?_k=3bhttp://tacec.org/2019/#/?_k=3bzqrozq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