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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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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旭長老    證道: 黃景彬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Sept 22,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願耶和華的名受謳咾，對此時到永遠! 
眾(台): 對日出到日落的所在，願耶和華的名受謳咾。 
司(台):上帝對塵埃舉起喪鄉人，對糞埽堆提拔欠缺的人。 
眾(台):互𪜶及貴族相及坐，就是及上帝國的貴族相及坐。 
司(台):著謳咾耶和華!服事上帝者(ê)，著謳咾! 
眾(台): 謳咾耶和華的名!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16「我心專務聽候上帝」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I Thank My God for You」 聖歌隊 
  Joseph M. Martin  

I thank my God for you each time I think of you. 
Each time I pray for you, I'm filled with thanksgiving.  
For every word and deed, for helping those in need, 

I thank the Lord for you and give Him the glory.  
And even when we are apart, 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 

We are bonded by God's Holy Spirit 
for we are one in God's embrace, one in love's unfailing grace. 

We give voice to one great alleluia.  
Alleluia (7x), I give thanks. 

I thank my God and give my praise.   Alleluia, I thank my God.  
I thank my God for you each time I think of you. 

Each time I pray for you, I'm filled with thanksgiving.  
And when the day is done, and every race is run, 

God's perfect grace will bring us home. 
We will be together, forever and ever, ever and evermore.  

I thank my G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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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啊，祢的疼無限，為阮放捒(pàng-sak)生命。主啊，
當阮這些(chia-ê)屬祢的人，連阮最(siāng)小的恩賜攏呣
願(m̄-goān)及人分享的時，請赦免阮! 喔! 基督啊，祢總
是關心遐的(hia-ê)有需要的人，為阮建立(kiàn-lip̍)一個服
事的人生的模範。主啊，當阮這些屬祢的人，拒絕聽著
阮厝邊的哭聲的時，請赦免阮! 喔! 基督啊，祢呼召阮進
入社群，信一個，洗禮一個，加入教會。主啊，當阮無
活出祢的呼召的時，請赦免阮，換新阮，閣重新塑造
(sok-chō)阮，成做屬佇祢信實的子民(chú-bî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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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讀經 Scripture  

箴言 31:10-31 (舊約: 藍 p725, 紅 p844, 棕 p844)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智 慧」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324「我罪極重，𣍐得推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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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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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450 「懇求上帝施恩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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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交通與代禱 : 
 廖婉妤姐(Jessy)和施人豪(Benson)先生於 9/8(日)結為連理，
請恭賀他們，並求主祝福新家庭! 

 恭喜小凡兄(Sam)和婷芝姐(Carina)於 9/20(五)喜得一子，
Nathan Chen, 3.625公斤，54.6公分，母子均安。 願神祝福
新生兒及全家! 

 恭喜楊力兄和翼如姐於 9/17(二)喜得一女，楊翼柔，母女
均安。 願神祝福新生兒及全家! 

 教會的合一；教會事工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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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偉兄(Dennis)的家人；Jack Tsai長老與Nua姐；麗貞姐與
珍珠姐；建仁兄；蔡志雄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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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長執提名委員會邀請兄姐踴躍在 9/29(日)之前向委
員們推薦長執候選人。長執提名委員會成員如下: 
文傑長老、楓琇長老、玫麗執事、文義執事、詠偉
兄、純貞執事及英世執事。 

2. 教會徵聘辦公室助理一名；希望能在今年 12月第一
個禮拜開始工作。有意願者請洽黃牧師或英才長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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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黃牧

師主持。下週Paul牧師將教導“Spiritual Growth and Spiritual 

Discipline, with lessons from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3. 當你的車停在停車場最靠近教堂那一排(handicap 那一

排)時，請儘量把車往前移，好讓車後面有更多的空

間可容其他車輛通行及停車，謝謝! 

4. 家庭團契訂於 9/28(六)在文川長老的保齡球館 (1815 Rt 

35N, Middletown, NJ 07748)舉行保齡球比賽，並共進午

餐。比賽大約在 1:30pm 開始。若想訂購傳統的台灣

菜 (如肉圓等)，請於 9/23(一)前與 JC聯繫。 

5. 家庭團契/TKC 訂於 10/12(六)合辦秋季健行，10 am-2:30 

pm, 在D & R Canal State Park. www.dandrcanal.com. 全程4.5英

哩。停車與集合地點是 776 Mapleton Road, Princeton, NJ 

08540. 健行後在Princeton午餐。詳情請洽德淵長老。當

天聯絡人: 德淵長老(732-902-1769)及詠偉兄(909-224-8550).  

6. 為配合教會 10 月份的活動，秋季大掃除將延至

11/9(六)，請兄姐預留時間來幫忙，謝謝! 

7. 截至 9/08止，今年的經常費有$-44,531.53淨虧損額 (去

年同時期淨虧損額是$-11,819.85). 奉獻比去年同時期減

少$54,930.90 (或-23.57%).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

Darren Ochs長老。 

8. 藥劑師 Tina 姐將於 10/13(日)在教會提供流感疫苗預

防注射 (flu shot)，2:30-4:00pm, 在樓下 Room E. 當天請

攜帶個人醫療(medical)與藥物(drug)保險資料和卡片。 

 
每日讀經 :有需要的兄姊請直接向教會辦公室索取。 

 

http://www.dandrca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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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與奉獻: 9/15/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71, 華語 21,  SKY 12 台語/華語  $5,485.00 ,  SKY  $0.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09/25吳耿志先生 “Microelectronics and Medicine”   

 10/02   陳光榮醫師   “What can an Urologist do for you?”   
 
社區消息: 

 FAPA-NJ 訂於 9/28(六)藉本教會邀請 FAPA 總會長 
郭正光博士演講 “The Status of FAPA, US-Taiwan 
Relation and Looking Forward”, 中午 12 點午餐交誼
開始，免費用，請向文旭長老報名。 

 9/29(日)下午 4:30 在教堂將有一場台灣電影欣賞
會。片名是“疾風魅影-黑貓中隊紀錄片”。建議捐
款每人$10，詳情請見公佈欄上的海報。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9/22/2019) (9/29/2019) 

招      待 鍾崇仁 郭淑華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旭 蘇楓琇 
來      賓 梁璋琦 楊英才 

影  音 / 錄  影 蔡賢奕 / 林繼義 蔡賢奕 / 林繼義 

司      獻 蘇添貴 
陳虹伶    吳建勳 

蘇添貴 
陳虹伶    吳建勳 

清 點 奉 獻 徐光武    余秀美 徐光武    郭淑華 
育       嬰 李淑文 劉麗玲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蘇添貴   孫淑真 吳建勳   黃詠恩 

值 日 長 執 魏淑玲   陳虹伶 魏淑玲   陳虹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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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9/22/19) 

主  理 
(9/22/19) 

主  理 
(9/29/19) 

地    點 
(9/22//19)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李秀文 李秀文 Sanctuary 

日 
主 日 
早禱會 

12:40pm- 
1:05pm 同心禱告 同心禱告 

Basement 
Room C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30pm 黃景彬 蔡佳君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黃景彬 

D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9/24/19)  
陳玫麗 

(10/01/19)  
李淑真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9/27) 

8pm-10pm   
Edison  

   
 

主理   
陳毓盛     

 

經文  
創世記
18:16-33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