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n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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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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Order  

司會: 楊英才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June 30,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然後上帝講，地著發草木：有結子的菜蔬，及地上

各種照類生果子的樹，果子內面有伊的子。 
   眾:我閣吩咐恁去結果子: 結久長佇啲(teh)的果子。 
司:照按呢，我的朋友啊，恁對基督的身軀，向律法已經

死，欲互恁歸屬別個，就是彼位對死復活的，互咱
通為著上帝結果子。  

  眾:義的果子是用和平所栽，互行和平的人來收成。 
司: 撒佇好土地的:(in)聽道理閣接受，就結實，所結的有

三十倍、六十倍及一百倍。 
   眾:因為逐欉(ta̍k-châng)樹是對伊家己的果子來識(bat)伊。 
司: 咱來敬拜饒裕(jiâu-jū)的上帝! 
   眾: 咱來敬拜上帝!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74「今日是主設立做聖」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My Father's Beautiful World」 聖歌隊 
  Music by J. M. Martin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thing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our Father made them all. 
 Cold wind in the wintertime, the pleasant summer sun,  
 ripe fruit in the garden, He made them every one. 

 
Each little flower that opens, each little bird that sings,  
He made their glowing colors, He made their tiny wings.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 rest me in the thought of rocks and trees, of skies and seas: 
His hand the wonders w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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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thing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our Father made them all. 
 
He gave us eyes to see them, 
and lips that we might tell how good is God, our Father,  
who doeth all things well, who doeth all thing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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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上帝，祢叫阮用疼互相接納。當阮 bōe-tàng 疼阮
的厝邊的時，請赦免阮。當阮無法度疼阮家己的時，請
赦免阮! 祢叫阮結出謙卑、溫柔及有耐心的果子。當阮
的選擇是自我懷疑呣是謙卑，是恬恬(tiām-tiām)呣是溫
柔，是放棄呣是有耐心的時，請赦免阮！恩典的上帝，
請聽阮的祈禱，閣引導阮進入祢的靈所帶來的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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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記下 2:1-14 
(舊約: 藍 p396; 紅 p438; 棕 p438)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 
證道 Sermon    「繼承者的憂慮」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317 「上帝管理天地及海」(v.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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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耶穌雙手慈悲」(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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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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23/2019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6/16 : 88人,    6/23: 71人 6/16+6/23:     $7389.00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感謝李郁瑩(Emily)過去三年多在聖歌隊擔任伴奏，她
即將遷移到加州，願神祝福她新的里程一切順利! 

 德源兄的表弟李俊德於 6/24(一)晚間離世；家人感
謝兄姊的代禱!請繼續為他的父母、妻兒及親人代
禱，求主安慰! 

 教堂整建的過程；教牧長執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
Paul 牧師及家人；逸翔兄的外祖母與家人；謝敏川
牧師；楊伯威傳道的雙胞胎與妻子；麗貞姐與珍珠
姐；蔡志雄兄；Jack Tsai 長老與 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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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請留意! 下週起，主日聚會改為中午12點。 
2. 今天禮拜後，在主日學開始之前，小會召開一個 

Town hall 會議，讓兄姊們提問有關徵聘另一位全職
牧師的相關事宜。此外，7/14 主日禮拜後，也將有
另一個 Town hall 會議，討論有關華語禮拜的事，請
預留時間。 

3. 7/27(六)在教會有一特別培訓，邀請全會眾參加，
9:30-11:30am. 主題是“2020 年代台美教會事工”。尤
其鼓勵教會同工們參與。當天下午 12:30-2pm 是小會
的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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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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基要真理#10—教會”。由黃
景彬牧師主理。下週起，成人主日學暫停兩個月。 

3. 教會急需志願者幫忙數點主日奉獻，徵求願意參與定
期輪換的 3-4名同工來幫忙。近期內是今年 9, 11 及 12
月，以後每年輪值兩個月，欲知詳情及有意願者，請
洽Darren Ochs長老或教會辦公室 (Shu)。謝謝! 

4. 尚未報名暑期聯合靈修會(7/19-7/21)的兄姐，請盡快將
報名表交給辦公室或慶賢長老。今天截止。謝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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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感謝毓升長老、文義執事以及教堂管理委員會(PSC)
辛勞的服事，教會的標誌 (sign)終於豎立起來了。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6/30/2019) (7/07/2019) 

招      待 蘇楓琇    許毓升 Nua Tsai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蓓蓉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楊英才 

來      賓 羅浚哲 黃晉文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陳毓盛 徐光武 /  陳毓盛 

司      獻 
李昭瑩 

蘇添貴     劉麗玲 
蘇添貴 

吳建勳     林秀芬 

清 點 奉 獻 陳美玲     孫淑真 陳美玲     徐光武 

育       嬰 劉麗玲 李淑真 

茶點預備 外賣 NA 

茶點分配 
&清理 

莊忠楊    許史青 NA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蔡賢奕 許毓升    蘇添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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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07/03 鄭憲章先生 “Sharing my living well experience”   
 07/10 劉南芳老師 “歌仔戲不只是歌仔戲”   

每日讀經 : 請兄姊到公佈欄取用，按照進度靈修默想。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6/30/19) 

主  理 
(6/30/19) 

主  理 
(7/07/19) 

地    點 
(6/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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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黃景彬 NA Sanctuary 

日 TKC 
2:45pm- 
4:00pm 

黃景彬 禱告會 Sanctu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