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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Senior Pastor: 黃景彬牧師 Rev. Jim Huang 

       Pastor: 蔡佳君牧師  Rev. Annie Tsai 

   SKY Ministry: Rev.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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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03,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咱用真多款的方式來敬拜上帝。 
眾(台): 咱唱歌、跳舞閣大聲歡呼(hoan-ho)͘。 
司(台): 咱悲傷、哀悼(ai-tō)閣為所失去的啼哭(thî-khàu)， 
眾(台): 咱懇求、祈禱閣尋(chhōe)求平安。 
司(台):咱照家己的景況(kéng-hóng)來敬拜，知影上帝會佇

遮及咱相遇(sio-tú)， 
眾(台): 來啊，聖靈，請充滿這所在。 
司(台): 咱來敬拜上帝!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15「萬有光明極美麗」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救主耶穌，萬福本源」 聖歌隊 
  music by 林美瑛 

救主耶穌，萬福本源，懇求俯落聽稱讚； 
主賜恩惠未曾停止，大聲吟詩來讚美； 
熱心謳咾攏無時停，和諧聲音透天庭， 
上帝疼痛恩惠極大，應該感謝攏無息。 

 
時時刻刻記念主恩，做主路用愈殷勤； 

受主耶穌保護直到現今，願我會聽主聲音； 
我若行到危險路途，耶穌引導行正路， 
主流寶血救我心靈，救贖導我到天庭。 

 
我受恩愛極大極深， 暝及日催迫我心；  

對今以後幫助我心正直，一心疼主守誡命；  
離開失迷烏暗交界，入佇光明得徛在， 
懇求我主認我賤名，及主永站佇聖城。 
懇求我主認我賤名，及主永站佇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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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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祢曾講，艱苦人(kan-khó-͘lâng)要得福氣，受排斥
(pâi-thek)的要得著疼痛(thià -nthàng)，並且有權勢的要反轉
變作無能力，因為祢福音的信息要將這世界翻倒轉(péng-
tò-tńg)。請赦免阮!當阮無活佇祢大逆轉(ge̍k-choán)的光裡:
當阮的生活方式是掠(lia̍h)成功做人生最高(chòe-ko)的目
標，將個人幸福當作上(siōng)值得追求的目的。主啊，請
赦免阮!互阮知(ti)罪，閣醫治阮。將祢的真理啟示阮，互
阮有能力閣再試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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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巴谷 1:1-4, 2:1-4 (舊約: 藍 p1036, 紅/棕 p117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帝在那?」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586「見若有人互罪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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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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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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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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牧師將繼續教導  “Spiritual 

Growth and Discipleship series - 4”. 下週召開會員大
會，主日學暫停一次! 

3. 請各團契在 11月底以前完成 2020 新任會長、幹部
的選舉，然後把名單通知教會辦公室，謝謝! 

4. 今年秋季大掃除是本週六(11/9)，早上 9:00 開始，請
兄姐一起來幫忙，謝謝! 

5. 溫馨提醒!年終將近，請 2019 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
契會長提早準備完成 2019 年度報告，以便能在年底前
寄到教會辦公室(tafpc@tafpc.org)。若需翻譯，請務必提
早，以便新上任的秘書，有充分時間作業，謝謝合作!! 

6. 台灣宣教基金會正籌備為時一星期到台灣美濃客家庄
的宣教，時間是 2020 年一月中旬。招募簡章、報名
表及美濃簡介都在公佈欄上以供參考。11/9(六)在法拉
聖錫安教會有一宣教操練，9:45am-4:30pm. 當天將教
導簡單客家語，免費午餐供應，意者請提早報名(致
電 718-526-0078)，並請為此次短宣代禱、奉獻。 

7. 11/30(六)舉行感恩節 potluck聚餐，與台灣同鄉(TAANJ)
一起感恩，歡迎兄姐邀請親友來參加。一家一菜，請
大家踴躍到公佈欄填寫菜單。謝謝! 

8. 截至 10/19止，今年的經常費有$9,179.33淨收入額 
(去年同時期淨收入額是$15,783.56). 奉獻比去年同時
期減少$24,469.28 (或-8.53%). 欲知詳情或有任何問題
請洽 Darren Ochs長老。 

9. 教會辦公室即將更新會友通訊錄，若是你的住址、
電話及家庭情況在過去兩、三年內有變更，而你不
確定是否曾通知教會辦公室，請將中、英文姓名、
兒女名字(若是想刊登)、地址及電話等一起 e-mail 
到 tafpc@tafpc.org, 謝謝！ 

mailto:tafpc@tafpc.org
mailto:到tafpc@taf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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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原訂於今天下午召開的會員大會，將延至下週日舉
行。會員大會將改選部分長執，請出席參加! 長執候
選人名單如下(依姓氏排列)： 
長老候選人: 陳蓓蓉, 陳美雲, 謝慶賢, 林詠偉, 許毓升 
執事候選人: 郭淑華, 李昭瑩, 林嘉柔, 林秀芬, Nua Tsai 

2. 11/24(日)本會將舉行洗禮、轉籍與堅信禮，意者請
向黃景彬牧師登記。受洗學道班是 11/2, 11/9 & 
11/16(六) 2pm, 轉籍是 11/16 (六) 2pm. 

3. 教會急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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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交通與代禱 : 
 蔡志雄兄於 10/31(四)在台離世。11/16(六)將在台中栁
原教會舉行告別式。請為明艶姊及遺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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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明兄的家人；Paul牧師及家人；李俊德
的家人；詠偉兄(Dennis)的家人；Jack Tsai長老與Nua
姐；德淵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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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與奉獻: 10/27/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87,   SKY 12 台語 $2,540.00,   SKY $100.00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1/03/2019) (11/10/2019) 
招      待 劉麗玲 劉麗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旭 許毓升 
來      賓 蘇英世 蘇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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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陳毓盛 吳建勳 / 陳毓盛 

司      獻 
劉麗玲 

陳玫麗    李昭瑩 
林秀芬 

陳玫麗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翁玉屏 楊純貞    翁玉屏 
育       嬰 許史青 李淑文 
茶點預備 黃文秀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施人豪   廖婉妤 鍾崇仁   張聖珍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劉麗玲 楊英才   林秀芬 

生活充實俱樂部：  
 11/06   楊明昊醫師    “淺談口腔健康” 
 11/13   陳重男博士   “世界巨大蓄電池之介紹”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1/03/19) 

主  理 
(11/03/19) 

主  理 
(11/10/19) 

地    點 
(1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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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D Paul 
LaMontagne 會員大會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會員大會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1/05/19) 
陳玫麗 

(11/12/19) 
楊純貞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1/08) 

8pm-10pm  
Edison     

Princeton 

主理  
張文旭     
林繼義 

經文 
創世記 
21:1-34 
創世記
22:1-24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崇仁與聖珍
609-430-0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