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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Hebrews 10:22,24 

一個潔淨及寬容的心 

A Clean &  
  Forgiving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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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林詠偉長老  證道:莫正義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0:30 am                                                     JULY 05, 2020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耶穌講：「見若疲勞、厭倦(ià-siān)的人攏著到我

遮(chia)來。」 
眾：祂講：「通來找我。」 

司：耶穌講：「見若勞苦、背(pōe)重擔的人攏著到我
遮來。」 

眾：祂講：「通來找我。」 

司：耶穌講：「著背(pōe)我的軛(taⁿ)，對我來學，因
為我的心溫柔謙遜，恁的心神就會得著安歇。」 

眾：咱著來就近耶穌，因為祂的軛(taⁿ)是合用的，祂
的擔(tàⁿ)真輕。 

唱詩*Hymn*      

T#159「主踮我心內，無驚惶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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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有憐憫的上帝啊！阮給(kā)生活添滿安穩、舒適(sù-
sī)以及分散阮的心力的代誌與物件。阮追求財富與權
勢，若准(nā-chun)這些(chia-ê)物質會當滿足阮心靈的
枵餓 (iáu-gō)與空虛。但是祢招 (chio)阮來過新的生
活—也就是用安息日與服事來起造的活命。懇求祢釋
放(tháu-pàng)阮，互阮從捆縛(khún-pa̍k)阮的軛(taⁿ)中
間脫離，來得到自由；擱吸引阮來就近祢，直到阮學
習與主基督相同行。(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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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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7:22 (新約:藍 p177, 紅/棕 p241)     
以弗所書3:16 (新約:藍 p 221, 紅/棕 p297)     
哥林多後書4:16 (新約:藍 p 205, 紅/棕 p277)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為主破碎的生命」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171「上帝所賜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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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佇主內面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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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何德淵教授 7月 5日 成人主日學演講武漢肺炎
醫療展望。 

• 歡迎參加 7月 12日上午 9點成人主日學將請林茂清
長老分享藝術與神學，題目將另外通知。 

• 小會準備與新澤西台灣歸正教會以及佳壇教會在 7
月 19 日一起做聯合臺語禮拜，時間預定在上午 10
點正，請準備提早半小時做禮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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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著將來的聘牧，小會成立了一個由 Paul 牧師領導
的委員會，為教會未來遠景的計畫制定程序。該委
員會包括 Jack Tsai 長老，林詠偉長老和謝慶賢長
老。 

出席與奉獻: 06/28/2020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TM 75      EM 15 台語    $ 28344.44 （2020/6/1~6/28） 

主內交通與代禱 : 
• 陳東亮長老的女兒 Melody 於 6/30 喜獲上帝所賜的女
嬰 Zola(7 lb),母女均安，感謝讚美主！也恭喜陳東亮長
老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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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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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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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理  經文 地    點  

日 
主 日 
禮 拜 
(7/5) 

10:30 am-
11:45 am 莫正義 

羅馬書 7:22 
以弗所書 3:16 
哥林多後書

4:16 

Online 

日 
主 日 
禮 拜 
(7/12) 

10:30am- 
11:45am 蔡佳君 

以賽亞書 
55:10-13 Online 

二 
婦女 
查經 
(7/7) 

10:00am- 
12:00pm Nua挪亞 

使徒行傳 
15-16 

freeconference
call.com 

六 
分區 
查經 
(7/17) 

10:00am- 
12:00pm 
Princeton 

林繼義 
創世記 
Genesis  
40:1-23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