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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上帝是智慧的源頭，
眾：擱是永生活命的水泉。
司：咱著來聽、找求上帝的智慧。
眾：擱著來敬拜用祂嘴中的話語造成(chō-chiâⁿ)世
界的上主。
唱詩* Hymn*
T#24
「 我心謳咾至高上帝」
TAFPC Choir 領唱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TAFPC Choir, 02/05/2017

「信靠順服」
Arr. by Joel Raney

當咱及(kap)主同行在(ti)祂真理道路，
祂é榮光顯明咱腳步；
咱若趁主旨意，祂就隨時保護，
信靠順服祂攏欲(beh)看顧。
地無陰影生湠，天無黑雲遮 khàm，
主用笑容 kā in 緊趕散；
也 bōe 憢疑驚惶，也 bōe 吐氣無煞，
信靠順服目屎馬上(liâm-mi)乾。
信靠耶穌真正甘甜，接受祂的話真實；
只有安穩於祂應允，知祂是至尊！
祂若命令就成，祂若差遣就行，
凡事信靠順服免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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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é救主耶穌是我的主，我é奇妙救贖從(tui)祂，
祂將我é靈魂藏於石縫中，
喜樂水泉從那(tui-hia)通見。
祂將我靈魂隱密於石縫中，
大石會把(kā)乾旱(kan-hān)遮蔭，
祂藏 (khǹg)我生命於祂慈悲愛疼，
用祂聖手保護沒離！用祂聖手保護沒離！
信靠耶穌真正甘甜，接受祂的話真實；
只有安穩於祂應允，知祂是至尊仁君。
耶穌耶穌真正可靠，事實已經有證明！
耶穌耶穌親愛耶穌，助我信心愈堅定！
信靠順服，這是獨一é路，
欲(beh)從(tui) 耶穌得喜樂，
著(tio̍ h)愛(ài)信靠順服。信靠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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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祢智慧的聲音佇這個世間響起(hiángkhí)，引導阮到佇阮信靠祢的所在。祢智慧的聲音
佇這個世間響起，挑戰阮去瞧找祢所掛意(kuà-ì)的
代誌。喔，主啊！但是，阮定定拒絕聽趁 (thiaⁿthàn)祢的聲音，干哪(kan-na)倚靠隨時會消失的物
件來活。阮找求世間互阮爽快的物件，卡贏過找求
祢所賜互阮的平安道路。恩典的上帝啊！求祢赦免
阮，教示阮行佇祢的智慧所指教的路徑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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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12:1-5 (新約:藍 p182, 紅/棕 p247)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合宜的敬拜，全心的服侍」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189「主賜永活米糧」
奉獻 Offertory
代禱 Inter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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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至聖天父，阮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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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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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 感謝臺灣神學院前任教務長鄭仰恩牧師8/14/2021晚
上8:00 to 10:00 PM 美東夏季時間主講 “如何成為上
帝的子民？歷時代的羅馬書詮釋”。
• 下一次成人主日學是8/29/2021星期日上午9:00 AM
由蔡佳君牧師講解出埃及記概論。九月之後我們將
恢復區域查經班，一起查出埃及記。
• 九月的成人主日學將恢復星期日上午九點的時間
表，若將來恢復實體禮拜，成人主日學的時間與方
式會需要調整配合禮拜的行程表。請大家聯絡蔡牧
師與陳蓓蓉，貢獻您的意見。
• 由於 COVID-19 的 Delta 變體激增，台灣同鄉會決定取
消今年的 年度野餐。
肢體交通:
• 請大家為 Ted Chiang 江德欽長老和 Kay 惠婉姐的女
婿 Gary Ryan 被診斷罹患癌症禱告，求主施行醫治
的大能，並繼續帶領 Gary 與太太 Lily 全家的生
活。
• 感謝主，啟明兄的孫女 Madeleine 的眼睛不致於失
明，腦部沒有腫瘤。醫生說，視力可能會逐漸恢
復。請繼續為她的視力能完全恢復代禱。她的父
親 Greg 的視力情況也穩定了。家人深深感謝兄姐
們的代禱與關懷。
• 啟明兄於六月底發現罹患初期膀胱癌，目前在波
士頓接受化療，請為療程的副作用與癌細胞的完
全清除，迫切代禱。
小會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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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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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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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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00 (8/1- 8/8/2021)
教會行事表 :
聚會
週 項目

時間

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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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經文

地點

合宜的敬拜，
全心的服侍

Online

羅馬書 12:1-5
恩典的餅、
生命的糧
約翰福音
6: 35、47-58

Online

台語 10:30 am
永生之道
日 禮拜
|
蔡佳君
Online
(8/22) 11:45 am
約翰福音 6: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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