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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上主的目賙注重正直的人；
眾：上帝欲俯(àⁿ)耳孔聽𪜶的哀哭。
司：咱著來敬拜這位上主，祂用氣力做衫互咱穿，
眾：擱用憐憫止息(chí-soà)咱心靈的焦燥(ta-sò)。
唱詩* Hymn*
T#42
「 請來，耶穌，阮所向望」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TAFPC Choir, 10/27/2013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擔當罪過與煩惱
真正咱有大大福氣 萬事攏可對祂討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擔當罪過與煩惱
真正咱有大福氣 大福氣
心肝常常失落平安 沓沓掛慮艱苦 艱苦事
這是對咱未有深信 未有放心交託主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擔當罪過與煩惱
真正咱有大福氣 大福氣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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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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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喔，上主啊！祢有倚近(oá-kīn)心肝傷悲的人，也
有拯救靈魂受遏折(at-chí)的人。懇求祢近倚來佇
阮 的 破 碎 中 間 ， 疼 惜 阮 直 到 阮 進 入 復 原(ho̍ kgoân)。祢有倚近受傷害的人，但是阮卻選擇與厄
得對話的人保持距離。祢有用異象將一個所有的需
要攏得到滿足的世界啟示互阮看，但是阮卻積聚
(chek-chū)財物，而且捺牢(la̍t-tiâu)權力呣願放。懇
求祢近倚來佇阮的破碎中間，疼惜阮直到阮進入復
原(ho̍ k-goân)。 倚 靠 祢 的 憐 憫 ， 求 祢 赦 免 阮 的 罪
過；倚靠祢的恩典，求祢釋放(tháu-pàng)阮，互阮
擱試看覓作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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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6:56-69 (新約:藍 p112, 紅/棕 p156)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永生之道」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116「道成肉體來出世」

TAFPC Choir 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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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上帝所賜活命的話」
TAFPC Choir 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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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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成人主日學時間為 8/29 上午 9:00，由蔡佳君牧
師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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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 禮拜日成人主日學上午 9:00 由李弘祺教授介紹
《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德日進是二十
世紀初期的一位法國耶穌會士，古生物學家，請參
考李教授所翻譯他的名作之一《人的現象 (The
Phenomenon of Man)》
肢體交通:
 我們敬愛的兄弟，彭昕醫師，於台灣時間 8/15 禮拜
日上午在台灣家中安息主懷。求主安慰遺族。彭昕
醫師的入殮、火化、告別禮拜及樹葬由台北和平教
會楊博文牧師主理，將於台灣時間 8/25 中午 12:30 於
台北市第二殯儀館舉行。網路直播網址將以 E-mail
寄送給兄姐。本會與彭醫師家屬將擇期於紐澤西舉
行追思禮拜，請代禱。
 本會羅逸翔 Sean 執事即將去加州工作，請關心代
禱。
 恭喜本會林詠偉 Dennis 長老與 Ariel Huang 姊妹將
於 8/27 晚間 6:30 於教會舉行婚禮。祝福他們以主
的愛建立新家庭，白頭偕老，永浴愛河。因為防
疫相關規定，請要觀禮的兄姊向蔡牧師索取線上
參加的連結，替代實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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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8/27 下午 5:30 小會將召開特別會議，為將洗禮的
Ariel Huang 舉行問道理，問道理後由 Paul 牧師為
她施洗，請代禱！
主內交通與代禱 :
 Ted Chiang 江德欽長老與 Kay 惠婉姐的女婿 Gary
Ryan 已經查出骨癌原生部位為食道癌，請繼續為
後續治療過程禱告，求主施行醫治的大能，並繼
續帶領 Gary 與太太 Lily 全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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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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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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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昕醫師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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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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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奉獻: $5,000 (8/9-8/15/2021)
教會行事表 :
會
週 聚
時間
項目

主理

講題/經文

地點

台語 10:30 am
永生之道
日 禮拜
|
蔡佳君
Online
約翰福音
6:56-69
(8/22) 11:45 am
成人 9:00 am
日 主日學
|
蔡佳君
(8/29) 10:30 am
台語
禮 拜 10:30 am
日 (華語
|
蔡佳君
證道) 11:45 am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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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概論

Online

心靈清潔隊
馬可福音
7: 1-8、
14-15、
20-23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