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 22 

2022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EM Pastor: Rev. D. Paul La Montagne 

Associate Pastor: 蔡佳君牧師  Rev. Annie Tsai 

770 US-206, Hillsborough, NJ 08844  
Tel: 732-937-9227  www.tafpc.org   email: tafpcco@gmail.com 



1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 
TAFPC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Liturgist: 林又堅長老(Elder Yow-Jian Lin) 
證道 Preacher: 蔡佳君牧師(Rev. Annie Tsai) 
司琴 Organist: 陳玫麗姊妹(Ms. Meili Chen) 

1:00PM  May 22, 2022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看啊！上帝的良善此時降臨，進入到這個世間， 
眾(台): 實在講，咱並無期待看見聖神的作為。 
司(台): 但是，上帝卻甲咱認定的外邦人聚集起來， 
眾(台): 因為安呢，咱通見證臨到咱中間的醫治與完全、

修補與平安！ 
 
司(華): 看哪！上帝的良善此時降臨，進入到這個世上，  
眾(華): 說實在的，我們並不期待看見聖靈的作為。 
司(華): 但是，上帝卻將我們認定的異鄉人聚集起來， 
眾(華): 因此，我們得以見證臨到我們當中的醫治與完全、

修復與平安！  

唱詩* Hymn*   

台#38「謳咾全能的主上帝」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聖歌隊 

           “I’d Rather Have Jesus”  Arr. by J.M. Martin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silver or gold.  
I’d rather be His than have riches untold.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houses or lands.  
I’d rather be led by His nail pierced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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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held in sins’ drea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He’s fairer than lilies of rarest bloom.  
He’s sweeter than honey from out of the comb.  

He’s all that my hungering spirit needs.  
I’d rather have Jesus and let Him lead,  
than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drea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司(台)咱攏是佇罪惡中間生活的百姓--咱攏需要看見上
帝所賞賜的異象，祈求上主互咱的目睭展晶
(Thí-kim)；咱攏需要互上帝甲咱回轉(huê-chuán)，
祈求上主互咱的心變成做柔軟(jiû-nńg)；咱攏需
要上帝起造咱與別人復和(koh-hô)的關係，祈求
上主互咱的面因為祂的同在來發光。咱著作伙
來排列咱攏總的需要，佇上帝的面前，咱著作
伙來告白咱的過失。  

司(華)我們都是在罪惡之中生活的百姓—我們都需要
看見上帝賜予的異象，祈求上主開啟我們的雙
眼；我們都需要上帝翻轉我們，祈求上主軟化
我們的心；我們都需要上帝建造我們與別人復
和的關係，祈求上主使我們的臉因著祂的同在
而發光。讓我們一起來傾吐我們所有的需要，
在上帝的面前，讓我們一起來告白我們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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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眾(台)滿有恩典的上帝啊！阮時常將阮家己的論斷當
作是祢的審判，將阮家己的方式當做是祢的方
式。阮抓準強迫甲人捆綁作伙、無分開就會平
安無代誌、達到和平。阮擱甲家己的爽快當做
是祢欲愛阮達成的目標。阮也甲家己意愛的方
式當做就是祢的法度。阮定定甲家己當做是祢
指定、祢揀選的見證人，相信阮家己的世界價
值觀與祢的異象是一致的，並且認為阮的人生
故事有祢對未來的向望。喔，上帝啊！求祢挪
開阮充滿罪惡、自認為對的想法。也求祢赦免
阮自私的眼界。求祢用祢的真理改正阮，擱用
祢的聖神教示阮。(默禱) 

眾(華)恩典滿滿的上帝啊！我們時常將自己的論斷當
成祢的審判，將自己的方式當成祢的方式。我
們以為將人捆綁一起、而不分開就會相安無事、
達成和平。我們又將自己的舒適當成是祢要我
們達成的目標。我們也將自己偏愛的方式當成
是祢的做法。我們時常將自己當成祢指定、祢
揀選的見證人，相信自己的世界價值觀與祢的
異象是一致的，並且認為我們的人生故事裡有
祢對未來的希望。喔，上帝啊！求祢挪開我們
充滿罪惡、自以為是的想法。也求祢赦免我們
自私的眼界。求祢以祢的真理改正我們，又以
祢的聖靈教導我們。(默禱)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司(台)上主打開咱的目睭互咱看見，柔軟咱的內心互
咱聽見。上主引導咱轉來上帝的同在中間，平
安，平安，平安！咱攏是上帝所疼惜的兒女，
咱是夠額擱有歸屬的百姓。佇耶穌基督的內面，
咱得著修補、復原。 

司(華)上主開啟我們的雙眼使我們看見，軟化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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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使我們聽見。上主引導我們回到上帝的同在
裡，平安，平安，平安！我們都是上帝所疼愛
的兒女，我們是充足又有歸屬的百姓。在耶穌
基督裡，我們獲得修復。 

眾(台/華) 感謝上帝，直到永遠！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使徒行傳 16:9-15 (新約: 藍 p154, 紅 p210, 棕 p211)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尊貴的選擇」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台#572「心目向主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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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台#618「咱著信靠上帝」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E. hymnal #586)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if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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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 英語部 D. Paul La Montagne 牧師將於 7/16(六)從本會
正式退休。他最後一次在本會主持禮拜及講道是
7/3(日)，之後兩週休假。本會將於 6/5(日)下午四點
為 Paul 牧師舉行退休餐會，地點未定。有興趣參加
餐 會 的 兄 姊 請 email 到 教 會 辦 公 室
tafpcco@gmail.com 報名。 

• 6/19(日)是青年主日及父親節，本會將在 Woodlot 
Park 舉行戶外禮拜，由 Paul 牧師主持禮拜，英語部
司會，會後有交誼及戶外活動。請自備椅子及飲水，
也請自備食物或由教會代購便當。便當訂購的詳情
將於近日內公告。 

• 鑑於最近在加州的台美教會遭受到歹徒槍擊事件，
小會提醒所有實體參加禮拜及活動的兄姊隨時提高
警覺，事先熟悉緊急逃生門位置。並感謝 Andrew 
Chang 自願擔任本會短期內安全警衛。 

消息報告: 

• 楊英才長老及陳慧芬姊將於 5/26(四)遷居台灣。願主
保守帶領! 

• 下禮拜(5/29)成人主日學講題是“認識聖靈第三講  -  
聖靈的恩賜”，由蔡佳君牧師主講。10:00AM- 
11:00AM 在教會地下室及 Webex meeting 同步進行，
歡迎參加。 

• 在教堂旁邊的 Community Garden裡有兩塊菜圃供 本
會使用，歡迎兄姊把家裡多餘的菜蔬幼苗捐給教會，
也歡迎有興趣的兄姊加入耕種行列，詳情請洽聖珍
長老。 

經常奉獻: $3,941(5/9/2022 – 5/1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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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主內交通與代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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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聚會的安全；爾灣台灣長老教會；
陳美蕙牧師；繼義長老；詠恩姐及家人；麗玲姐及
家人；德欽長老與惠婉姐(Kay)及女兒 Lily一家；艷紅
姐及家人；俊彥兄與尚芬姐；淑華姐的女婿、女兒；
淑真姐(Sue Liu)的母親；佩芬姐的先生 Keene Benson；
Nua 姐的父親；秀芬姐的父親；鄭再榮兄；啟明兄及
家人；蕭清芬牧師家人；彭昕醫師家人；潔君姐及
家人；純貞姐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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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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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分配 
本週 下週 

(5/22/2022) (5/29/2022) 

招      待 唐乃傑 李昭瑩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林又堅 李梓義 

影  音 蔡賢奕/陳毓盛 蔡賢奕/陳毓盛 

錄影/網路上傳 朱家豪/林又堅 朱家豪/林又堅 

司獻/清點奉獻 陳叔承/蔡賢奕 陳叔承/蔡賢奕 

茶點預備 李昭瑩/陳毓盛 陳玫麗/張文旭 

聖堂/交誼廳清理 全會眾 全會眾 

值 日 長 執 謝慶賢/唐乃傑 謝慶賢/李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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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講題/經文 地 點 

日 
成人 
主日學 
(5/22) 

10:00 AM 
| 

11:00 AM 
蔡佳君 聖靈的屬性 

Basement 
Online 

日 
主 日 
祈禱會 

11:00 AM 
| 

11:30 AM 
蔡佳君 同心祈禱 Basement 

日 聖歌隊練習 

11:30 AM 
| 

12:30 PM 
李秀文 NA Sanctuary 

日 
台語 
禮 拜 
(5/22) 

1:00 PM 
| 

2:30 PM 
蔡佳君 

尊貴的選擇  
使徒行傳 
16:9-15 

Sanctuary 
Online 

日 
Hand 
Bell 

2:30 PM 
| 

3:30 PM 
陳玫麗 NA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5/24) 

10:00 AM 
| 

noon 
吳曼麗 

約翰福音 
6:60-71,  
7:1-13 

Online 

日 
成人 
主日學 
(5/29) 

10:00 AM 
| 

11:00 AM 
蔡佳君 聖靈的恩賜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5/29) 

1:00 PM 
| 

2:30 PM 
蔡佳君 

得救進行曲  
使徒行傳 
16: 16-34 

Sanctuary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