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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來啊！從各日勞碌著磨的工場轉來吧，從離開厝
遠遠(hn̄ g-hn̄ g)的旅途中轉來吧！
眾：阮聚集，心備辦好勢，欲領受上帝賞賜活命的真
道。
司 ： 來 啊 ！ 這 個宴 席 欲 歡 迎 所 有的 人 ， 這 個 水泉
(chuí-chuâⁿ)欲淐出(chhèng-chhut)滿溢(muá-ik)的
恩典。
眾：阮來謳咾上帝—差遣的主與受差遣的主。
唱詩*Hymn*
T#242「我的目睭欲攑高來向山」

TAFPC choir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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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祢差遣阮親像早前的先知，來宣揚祢欲降臨
擱掌權佇阮中間。祢差遣阮出去，成做見證人，實現
祢的公義、良善與憐憫。總是，面對祢愛阮成做祢國
度的使者來服事的呼召，阮時常倒縮(tó-kiù)；阮擒住
(khînn-tiâu)安穩的環境，越轉身無睬(tsha̍p)成做門徒
的誡命；主啊！阮求祢赦免阮！勇壯阮的心志，然後
擱再一擺差遣阮，來做祢好消息的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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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罪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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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馬太福音 10: 40-42，(新約:藍 p 12, 紅/棕 p17)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奉茶！」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616「我踮佇主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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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T#396「今欲散會，求主賜福」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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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 EM worship 6/28 採用 Zoom meeting 也保持 1:15PM 大
家能同時上線敬拜。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1021543513?pwd=UGp4MU
N4VGgzVFhKMC9kLzQwRGZvdz09
Meeting ID: 810 2154 3513
Password: 843725

• 7/5 星期日上午 9 點開始試辦網路成人主日學，何
德淵教授主講武漢肺炎疫情發展及醫療展望，以
WebEx 的平台舉行。報名請在 7/4 星期六中午 12 點
以前 Email 給 PJC8TAFPC@Gmail.com
• 2020 七、八月暑假禮拜改提前至 10 點半一起做禮
拜請大家預留時間。暑假以後禮拜時間若有改變，
主日學的聚會時間會再調整。
• 小會計劃未來 TAFPC 重新開放實體聚會時，仍同時
維持幾週網路禮拜放送方式。
• 為教會重新開放做準備，小會將宣布詳細的消毒和
清潔程序。請所有使用教堂設施的人注意並遵守。
• 小會開始了對蔡牧師和 Paul 牧師，關於牧會事工的
年度評估。小會計劃在未來幾週內徵詢會友的意
見。
• 為著將來的聘牧，小會成立了一個由 Paul 牧師領導
的委員會，為教會未來方向進行研究。該委員會包
括 Jack Tsai，林詠偉兄和謝慶賢兄。
出席與奉獻: 06/21/2020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TM 75 EM 15

台語 $25,844.44（2020/6/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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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交通與代禱 :
• 六月中 Darren 長老因為檢查心臟住院觀察，目前已平
安出院在家休養中。請大家持續為他們全家代禱。
• 謝慶賢長老文秀姐夫婦的二女兒在 6/25 喜獲上帝賞
賜一女嬰 Laurel (7lb 6oz)，母女均安，感謝讚美主！也請
為謝長老夫婦前往幫忙的行程禱告，恭喜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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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兄秀美姐及家人；志維兄芳如姐及家
人；村仁兄及家人；茂清兄及家人；靜雅姐及家人；
英民兄及家人；乃傑兄(Jason)及家人；珍珠姐及家人；
明艶姊及家人；詠偉兄的家人；Nua 姐的父親；秀芬
姐的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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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行事表 :
聚會
週
時間
項目
主日
日 禮 拜 1:15pm2:30pm
(6/28)
主日
日 禮拜
(7/5)
婦女
二 查經
(6/30)
分區
六 查經
(7/11)

主理

經文

地 點

蔡佳君

馬太福音
10: 40-42

Online

莫正義
10:30 am11:45 am

D. Paul La
Montagne
蔡佳君

10:00am12:00pm

陳叔承

10:00am12:00pm
Princeton

林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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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TKC
Joint Service

Online

使徒行傳 freeconference
13:13-52;14 call.com
創世記
39:1-23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