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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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傑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2:00 pm                                                                                  July 14,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咱服事創世主，伊為著疼互咱生命， 
眾(台): 咱跟對基督，伊為著疼替咱死。 
司(台): 咱聽趁聖靈，伊為著疼互咱轉變， 
眾(台): 咱敬拜上帝，伊的疼無限。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638「咱著出歡喜的聲」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主，我愛就近祢」(新聖詩 #151) 
                               小提琴: 陳東亮長老 & 鋼琴: 陳玫麗姊妹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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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聖潔的上帝，阮有聽著祢的誡命，叫阮著疼祢、疼
阮的厝邊及阮家己。但是阮陷落佇淺薄(chhián-po̍h)的忠
誠，虛假的善良及自我懷疑的款式裡。阮有聽著祢的呼
召，愛阮行公義、有良善，謙卑與祢同行。但是阮所選
擇的是安全、冷淡(léng-tām)及踏腳步(ta̍h-kha-pō)͘，呣是正
義、良善及向前行。上帝啊，請聽阮的祈禱。赦免阮所
做的一切，以及阮無完成的代誌。上帝啊，請聽阮的祈
禱，閣互阮更加信任祢，有卡多信實的行動。祈禱奉主
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默禱) 

赦罪的確信 Assurance of Pardon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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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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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Scripture  
阿摩司書 7:7-17 (舊約: 藍 p1015, 紅/棕 p1151)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帝的準繩」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T#136 「耶穌作咱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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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60 「施恩上帝，榮光上帝」(唱 1,2,4,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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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教會事工的方向；教會尋聘第二位全職牧師；教牧長執
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Paul 牧師及家人；李俊德的家
人；Jack Tsai長老與Nua; 楊伯威傳道的雙胞胎嬰兒與妻
子；麗貞姐與珍珠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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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019 

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54人 將與本週合併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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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聘牧委員會的成員如下: 黃景彬牧師、魏淑玲長老、

Christine Su 長老、蘇楓琇長老、林詠偉兄、林又堅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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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今天禮拜後，有一個 Town hall 
會議，討論有關華語禮拜的事，教會供應午餐，請
留步參加! 

2. 再次提醒!凡是需要暑期聯合靈修會的支票者，請務
必在今天聚會後將已批准的費用申請單交給 Darren 
Ochs長老，以便他簽發所有聯合靈修會的支票。 

3. 7/19-7/21(五-日)是暑期聯合靈修會，週五 9:00am-
10:00am報到。若是遲到，可先前去聽講再報到。地
點在 DeSales University, 2755 Station Avenue, Center Valley, 
PA 18054. 尚未報名的兄姐，請盡快報名，報名表請
直接交給慶賢長老。謝謝! 參加者請攜下列用品：聖
經、筆記本、床單、枕頭套、毛毯、大浴巾、夾
克、盥洗用品、雨傘。學校備有枕頭、肥皂及塑膠
杯。請勿攜帶貴重物品。 

4. 7/21(日)在教會沒有主日禮拜。歡迎無法參加全程靈
修會的兄姐，到 DeSales University 參加主日崇拜
(10:00AM). 

5. 教會徵求 3-4 名志願幫忙數點主日奉獻者，志願者
將參與定期輪換。近期內是今年 12 月，以後每年輪
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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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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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 蔡丁貴教授 “2020大選台灣人應有的戰略思維”   
 07/24  詹春孟博士 “南非之旅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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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聚 會 
小 組 

時  間 
(7/14/19) 

本週聚會 
 (7/14/19) 

下週聚會 
 (7/21/19) 

地    點 
(7/14/19) 

週
日 

TKC 
2:45pm- 
5:00pm 

查經 
暑期聯合
靈修會 

徐光武家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7/14/2019) (7/21/2019) 

招      待 陳美玲 暑期聯合靈修會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暑期聯合靈修會 

司  會 /  報  告 張文傑 暑期聯合靈修會 

講      道 黃景彬 暑期聯合靈修會 

來      賓 黃晉文 暑期聯合靈修會 

影  音 /  錄  影 徐光武 /  陳毓盛 暑期聯合靈修會 

司      獻 
蘇添貴 

吳建勳     林秀芬 
暑期聯合靈修會 

清 點 奉 獻 孫淑真     徐光武 暑期聯合靈修會 

育       嬰 李淑文 暑期聯合靈修會 

值 日 長 執 許毓升    蘇添貴 暑期聯合靈修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