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Aug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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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206, Hillsborough, NJ 08844
Tel:732-937-9227 www.tafpc.org email: tafpc@tafpc.org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司會: 林又堅長老 證道: 蔡佳君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0:30 am
Aug 08,2021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喔！恁著來與我謳咾咱的上主，咱攏著做伙稱
讚上帝的聖尊名。
眾：咱曾找求上主，並且，上帝有回應咱。上帝拯
救咱脫離咱攏總的驚惶。
司：喔！恁著來啖看覓 (tām khuàⁿ-māi)上主的美
善。
眾：佇上帝同在中間找著避難所的人有歡喜快樂！
唱詩* Hymn*
T#26「 今阮感謝上帝」

TAFPC Choir 領唱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TAFPC Choir, 11/13/2016

「在主活命 Alive in Christ」
Composer: Cindy Berry

看咱身邊眾多孤單 厭倦尋找攏失望
要知𪜶的人生意義 四處追求真道路
只有耶穌才是真路 只有祂赦免清氣
耶穌為咱來犧牲祂 死給咱可得活命
[Refrain]
與主同行新的活命 得赦免清氣擱救贖釋放
恩典得救到萬世代 永遠在主活命
主呀阮來就近祢 清氣專心新活命
賜阮有神聖真理 也有聖靈來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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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福根源請祢近倚 我心稱頌主恩大
主的恩惠如水直流 大聲讚美主奇妙 (Refrain)
萬物祢成新，是永活的主君王
阮要讚美祢的聖尊名
阮要永遠來吟詩讚美主 (Refrain)
阮要永遠在主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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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恩典的上帝啊！求祢俯(àⁿ)耳孔聽阮的祈禱。
祢有呼召阮用真理做袍(phào)來幔(mua)，但是，
阮卻傾向講白賊並且面掛著虛假的面具。祢有呼
召阮佇世間為著對抗邪惡爭戰，但是，阮卻顛倒
(tian-tó)為著成功與權勢與人競爭。祢有呼召阮來
宣揚福音的奧妙(ò-miāo)，但是，阮卻甲福音留互
家己，擱恐驚受到批評。 喔！恩典的上帝啊！求
祢聽阮的祈禱。甲阮穿上(chhēng-chiūⁿ)祢氣力、
和平與信心的外衫，擱用祢的憐憫洗清阮，互阮
會當按照祢愛疼的模範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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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28 (新約:藍 p19, 紅/棕 p26)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恩典的碎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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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72「耶穌，阮佇叨位尋祢」

TAFPC Choir 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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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抵著試煉、災禍圍你真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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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人主日學將於 08/14/2021 晚上 08:00-10:00 PM (EDT
美東夏季時間)請臺灣神學院前任教務長鄭仰恩牧師
主講 “如何成為上帝的子民？歷時代的羅馬書詮
釋”，歡迎參加！演講將以 WebEx 網路方式。若有
問題請 email: pjc8tafpc@gmail.com
肢體交通:
• 恭喜賴佩芬姐妹的女兒 Christina Cheng 與 GianPaul Vidal 先生於7/31共結連理。願主賜福他們建
立主愛滿滿的新家庭。
• 恭喜鍾崇仁兄與張聖珍長老的女兒安安 Jennifer
Chung 與 Seth Moser 先生，於 8/2 在鍾家後院姊姊
所建的花門前，由 Paul LaMontagne 牧師主禮，完
成婚禮。願主賜福他們建立主愛滿滿的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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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 小會聽取 6/27 討論會發言建議，將加速完成本會
教會使命研究 (Mission Self-Study) 及其相關聘牧事
工。現階段各語言組所準備的教會歷史回顧報告
將於近期公佈。小會並同時準備下階段工作—定
位本會宣教方向 ，將進一步進行 問卷調查及討
論。
• 在教會使命研究 (Mission Self-Study)完成以前，小
會決定暫停教會是否遷徙的研究及大規模大花費
的教會整建計劃研究。小會將繼續小規模教會營
修計劃的準備與執行。
主內交通與代禱 :
• 請為啟明兄的家人緊急代禱，為他孫女 Madeleine
的視力極力代求。他女婿 Greg 的視力問題也將在
這暑假做檢查，也請為 Greg 極力代求。求全能的
上主行神蹟醫治他們，並榮耀祂的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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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君姊及家人；雪香姊及家人；
Audrey Tseng 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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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奉獻: $ 7,635.93 (7/26- 8/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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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週 聚會
時間
項目

主理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蔡佳君
(8/8) 11:45 am

講題/經文

地點

恩典的碎渣兒
馬 太福音
15:21-28

Online

成人 8:00 pm
如何成為上帝的
六 主日學
|
鄭仰恩 子民？歷時代的 Online
(8/14) 10:00 pm
羅馬書詮釋”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蘇惠智
(8/15) 11:45 am
華語
日 禮拜
(8/15)

noon
|
蔡佳君
1: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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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D

恩典的餅、
生命的糧
約翰福音
6: 35、47-58

Online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