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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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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毓升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2:00 pm                                                                                 Aug 25,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咱著敬拜那位養飼咱的， 
眾(台): 伊佇炎熱(iām-lia̍t)的所在互咱飽足，閣互咱的骨頭

勇壯。 
司(台): 咱著敬拜那位呼召咱的， 
眾(台): 伊教(kà)咱有憐憫 ，閣導(chhōa)咱倚(óa)公義。 

司(台): 咱著敬拜那位創造咱的。 
眾(台):伊按照(àn-chiáu)咱的創造者(chiá)的形像，來創造

閣改造咱。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318 「早時猶太眾細子」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Tarantella in A minor」 by  A. Pieczonka 

  Priscilla Chuang 鋼琴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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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永遠到永遠，祢是信實的。當阮的信仰
枯乾(ko-͘ta)，阮的熱情稀微(hi-bî)，阮的注神衰退(soe-
thòe)的時，請赦免阮。憐憫的上帝啊，對永遠到永
遠，祢是疼。當阮的疼太(siu )n淺，阮的同情太(siu )n慢，
阮的地位太(siu )n重要的時，請赦免阮。憐憫的上帝，對
永遠到永遠，祢是創造者(chiá)。當阮擔心(tam-sim)祢已
經停止創造，停止呼召，停止改造的時，請赦免阮。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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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互阮知罪(ti-chōe)，互阮活跳(oa̍h-thiàu)，閣引導(chhōa)
阮來了解祢堅定的疼有偌(jōa)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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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 1:4-10 (舊約: 藍 p827, 紅/棕 p95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呼召」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384 「主講，若欲做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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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上帝的恩惠慈悲」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咱著出歡喜的聲 」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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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淵長老；泰明兄；詠偉兄(Dennis)的家人；Jack Tsai
長老與 N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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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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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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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有校園迎新餐會，請留
步參加，謝謝! 

2. 教會的夏令時間到本月底止。下主日(9/1)起將恢復
經常作息時間，主日聚會時間改回 1:15pm. 禱告會
是 12:40pm開始，請踴躍參加! 

3. 感謝以下兄姊奉獻時間及勞力，來回數趟辛苦地幫
忙把放在租用儲藏室(rental storage unit)的東西全搬回
教會: 慶賢長老、文秀姐、文義兄、璋琦兄、建勳
兄、毓升長老、光武兄(Joseph)、賢奕兄、乃傑兄
(Jason)、逸翔兄(Sean)、小凡兄(Sam)、David及 Carol. 

4. 感謝翁玉屏姐奉獻一盆美麗的蘭花給教會，做為主
日禮拜的獻花。 

5. 感謝文川長老每個禮拜將他辛苦栽種的蔬菜水果送
給會友們享用，願上帝保守他的身心靈安康! 

6. 溫馨提醒，從九月份起到今年年底為止，輪值茶點

分配及廚房清理的名單仍登在公佈欄上，請兄姊們

再次查看並記下自己被分配的日期。若有時間上的

衝突請自行找人對調，並馬上通知教會辦公室，若

有其他疑問請洽毓升(Steven)長老。謝謝! 

7. 長老會東北區婦女大會 (PWSNE)於 10/18-10/19 舉行

年度秋季大會，地點在 Stony Point, NY, 報名表在公

佈欄。詳情請洽秀芬姊。 

 

出席與奉獻: 8/18/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68,          SKY 19 與下週合併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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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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08/28  分享與討論 “Long Term Care (長照): Face the 

future and  find your path forward”   

 09/04 溫光勇博士 “梅樹種植，梅酒製作與賞鳥, Bird 

watching”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8/25/2019) (9/01/2019) 

招      待 楊純貞 郭淑華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許毓升 張文傑 

講      道 黃景彬 黃景彬 

來      賓 梁璋琦 楊英才 

影  音 /  錄  影 林秀芬 / 陳毓盛 蔡賢奕 / 陳毓盛 

司      獻 
蘇添貴 

陳虹伶    洪潔君 
蘇添貴 

陳虹伶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林嘉柔    吳秀仁 徐光武    郭淑華 

育       嬰 洪潔君 許史青 

茶點預備 NA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NA 吳建勳    許毓升 

值 日 長 執 蘇楓琇    林秀芬 魏淑玲    陳虹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