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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來啊！來看上帝的恩典！
眾：就是主基督，阮的導師，阮的朋友。
司：來啊！來看上帝的聖子！
眾：就是主基督，阮的醫師，阮的救贖。
司：上帝運行佇這個所在，
眾：請來看！來，請來看！
唱詩* Hymn*
T#265 「咱著敬拜主上帝」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詩 Anthem
聖歌隊
「Hear My Prayer, O God」
by E. Butler
Hear my prayer, O God,
give ear to my plea, incline your ear and hear my cry,
Hear my prayer, O God,
put my foot on a rock and set a new song in my heart.
I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 Lord to hear my cry.
He put a new song in my voice, a song of praise to our God!
Hear my prayer, O God,
give ear to my plea, incline your ear and hear my cry,
Hear my prayer, O God,
put my foot on a rock and set a new song in my heart.
I delight to do your will, O God, for Your law is in my heart.
Do not withhold Your mercy from me,
let Your steadfast love preserv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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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 my prayer, O God,
give ear to my plea, incline your ear and hear my cry,
Hear my prayer, O God,
put my foot on a rock and set a new song in my heart.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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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豐富憐憫的上帝啊！祢有用耶穌基督的生命甲
(kā)對阮的愛疼變成作實體。祢與罪人相與飲喫
(lim-chià)，與受窘逐(khún-tio̍ k)的人作伙分享。祢
好膽去疼人，擱施恩來醫治。
喔，主啊！當阮無信靠祢的愛疼的時，也就是當阮
懷疑家己豈是值得祢的關懷的時，求祢赦免阮！
喔，主啊！當阮拍損(phah-sńg)愛疼的時，也就是
用家己粗淺的感受代替勇敢的行動，來互愛疼受限
制的時，求祢赦免阮！
喔，主啊！當阮無法度感受祢的愛的時，當阮感覺
受到孤立(ko-li
͘ ̍p)、感覺驚惶、擱無法度看見祢的同
在的時，求祢幫助阮！
喔，主啊！當阮的作法無符合(hû-ha̍p)你的標準的
時陣，求祢赦免阮！求祢擱再一擺釋放(tháu-pàng)
阮試看覓(māi)，直到阮互祢的愛疼引導阮的前程
(chiân-tîng)。(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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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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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約翰福音 1:43-51 (新約:藍 p105, 紅/棕 p146)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回應基督的呼召」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AFPC choir 領唱
T#171 「上帝所賜活命」
奉獻 Offer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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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T#402「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TAFPC choir 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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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報告:
• 感謝上禮拜日 1/10 蔡佳君牧師將為我們講解 2021
年臺美團契長老教會的主題 “Connected As One
Body In Christ; 佇基督合一”。蔡牧師指出：合一不
是統一，合一必須以耶穌基督為基礎成為祂與我
們連結成為一體，我們是祂身體的一分子，所以
教會團契的成員不是互相合作而已，一定要能互
相傾聽，互相了解，才能真正合一成為基督的一
體。感謝蔡牧師與保羅牧師的領導與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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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日 1/24 郭耿維老師將繼續為我們講解 “神
與人的對話－音樂第三講；貝多芬音樂精神的延
續，舒曼，柴可夫斯基，布拉姆斯”。（第四講將
介紹現代音樂家，約翰凱吉的音樂理念。）
小會公告:
• 2021 年度會員大會訂於 2/14 (日) 舉行，請兄姊
預留時間。
• 2021 年度和會手冊預計於 1/24 完成初稿，請尚
未回覆的長執同工盡快交給教會辦公室。
出席與奉獻: 1/10/2020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10,477（1/3~1/10）

TM 75 E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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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貞姐及家人；淑華姐的女婿、女
兒；淑真姐(Sue Liu)的母親；佩芬姐的先生 Keene
Benson；詠恩姐的父親黃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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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會
週
時間
項目
成人 09:00 am
日 主日學
|
(1/17) 10:15 am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1/17) 11:45 am
華語
noon
日 禮拜
|
(1/17) 01:15 pm
成人 09:00 am
日 主日學
|
(1/24) 10:15 am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1/24) 11:45 am

主理

經文/講題

地點

何德淵

CRISPR Gene
Editing,
owning the
future of
Medicine
基因編輯

Online

蘇惠智

約翰福音
1:43-51
回應基督
的呼召

Online

蔡佳君

約翰福音
1:43-51
真•基督徒

Online

郭耿維

神與人
的對話－
音樂第三講

Online

蔡佳君

約拿書
3:1-5、10
上帝眼中的
神蹟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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