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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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楓琇長老    證道: 莫正義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2:00 pm                                                                                 Aug 04,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來敬拜創造咱的上帝， 
眾(台):伊將活命吹(pûn)入土粉，用水灌沃(koàn-ak)

地面。 
司(台): 來敬拜挑戰咱的上帝， 
眾(台):伊稱(chheng)喪鄉(sòng-hiong)人作有福氣，閣

互飢(iau)餓者(ē)吃飽。 
司(台): 來敬拜呼召咱的上帝， 
眾(台): 伊結連咱作伙，邀請咱來跟對(kun-tòe)。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171 「上帝所賜活命」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TKC 

哦主 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遵行祢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 成為我脚前的燈 
 

哦主 求祢堅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祢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悦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顯祢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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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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憐憫人的上帝，請聽阮的祈禱。當祢的子民因為飢(iau)
餓、口渴在沙漠向祢求叫的時，祢對天落餅，對石磐出
水互𪜶(in)。當祢的子民在絕望中，靠著信心謙卑向祢求
討的時，祢用豐盛的恩典洗阮，閣佇阮混亂(hūn-loān)的
時互阮平安。上帝啊! 請感動阮，互阮有閣卡深的信心
及信實的行動。上帝啊! 請祢用閣卡深的疼及疼的信任
來充滿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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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 10:28 (新約: 藍 p12, 紅/棕 p17) 
約翰 10:10 (新約: 藍 p118, 紅/棕 p16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為要得的更豐盛」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608 「奇妙恩典何等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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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至聖天父，阮感謝祢」 
祝禱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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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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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7/28/2019 

7/28聯合禮拜出席人數 7/21 & 7/28奉獻 

107人 
靈修會 $6,620.00;  

7/21 & 7/28:  $6,445.05 

主內交通與代禱 : 
暑期短宣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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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報告: 

1. 歡迎並感謝莫正義牧師今天來我們教會證道!! 
2.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今天禮拜後有王婷芝姐(Carina)
的 baby shower. 請留步參加! 

3. 校園事工訂於 8/25(日)下午 2 點與台灣同鄉會、羅
格斯大學台灣研究生社團及台研社一同舉辦迎新餐
會，地點在本教會，請預留時間參加與支持! 詳情
下週報告。謝謝! 

小會公告: 

1. 黃景彬牧師於 8/4-8/10 參與暑期短宣，8/10(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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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旭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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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  莊士杰先生/楊承融先生 “遺落在馬里蘭的台
灣國家寶藏”   

 08/14  李正三先生 “分享我經營餐館的幾個小故事，
並順便向大家說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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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8/4/2019) (8/11/2019) 

招      待 楊純貞 楊純貞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彭昕 

司  會 /  報  告 蘇楓琇 蘇楓琇 

講      道 莫正義 黃景彬 

來      賓 梁璋琦 梁璋琦 

影  音 /  錄  影 林秀芬 / 陳毓盛 林秀芬 / 陳毓盛 

司      獻 
蘇添貴 

陳虹伶    洪潔君 
蘇添貴 

陳虹伶    洪潔君 

清 點 奉 獻 NA 林嘉柔    吳秀仁 

育       嬰 郭淑華 李淑文 

值 日 長 執 蘇楓琇    林秀芬 蘇楓琇    林秀芬 

 
教會行事表  

週 
聚 會 
小 組 

時  間 
(8/04/19) 

本週聚會 
 (8/04/19) 

下週聚會 
 (8/11/19) 

地    點 
(8/04/19) 

日 TKC 1:45-4:00 查經 禱告會 徐光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