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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咱聚集，單單來敬拜上帝。
眾：獨獨歸榮光互上帝！
司：咱成做受改革擱猶久(iáu-kú)佇改革中的百姓
來聚集，
眾：欲來宣揚咱信仰徛在(khiā-chāi)的厝角石：
司：單單倚靠聖經真道，單單倚靠基督，
眾：獨獨倚靠信心，獨獨倚靠恩典，
同：獨獨永遠歸榮光互上帝！
唱詩* Hymn*
T#113「我來朝見祢，救贖我的主」 TAFPC Choir 領唱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Praise
TAFPC Choir, 10/30/2016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淨河墘 ( It Is well)」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淨河墘 樹木真青翠的路邊
有時咱遇著大憂悶流目屎 若經過大風湧的苦海
[副歌]免煩惱 (免煩惱) 心平安 (心平安)
倚靠主 免煩惱 心平安
有時咱遇著歸群兇惡對敵 包圍咱四邊欲攻擊
有時咱遇著大試煉真艱苦 致到咱心失望看無路
遇著此世間萬物變換的時 地上猶迷失眾子兒
心肝真不安大驚惶無通靠 主所愛的子兒免煩惱
免煩惱 (免煩惱) 心平安 (心平安)
倚靠主 免煩惱 心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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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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祢從來呣曾停止佇這世間的動工，也
呣曾停止呼召祢的教會來跟隨祢的引導。但是，當
阮思想(sù-siúⁿ)家己受改革，只是過去已經發生過
的代誌的時，喔，上帝啊！求祢赦免阮！當阮並無
跟隨祢聖神的風的引導，來有所改變的時，喔，上
帝啊！求祢赦免阮！當阮互家己圍困住啲(tiâu-teh)
的時，無願意聽從(tuì)厝邊、生份人、或者是新生
代所帶來祢的信息的時，喔，上帝啊！求祢赦免
阮！並且，求祢互阮祢的應允，就是答應阮，祢永
遠𣍐停止改革祢的教會。因為，祢就是互萬物
(bān-mi ̍h)換新、擱從(tuì)土粉中間創造生命的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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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1-36 (新約:藍 p114, 紅/棕 p158 )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真理使我得自由」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344「救主耶穌，願祢來聽」
故人追思 Remembrance
奉獻 Offer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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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PC Choir 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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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願上主大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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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日 11/7 的成人主日學，我們歡迎蔡佳君牧
師為我們繼續分享《認識教會—第二講》。
 11/14 成人主日學，我們歡迎梁耕三教授，講題是
《 從 科 學 巨 擘 的 論 述 談 一 神 教 信 仰 ： Albert
Einstein & Stephen Hawking 》。
小會公告:
 小會訂於 11/7 禮拜日下午一點舉行網路會員大
會，選舉新年度長老與執事。提名委員會推薦名
單如下：
長老候選人：
張文旭（第二任，三年）
何德淵（第一任，二年）
執事候選人：
蔡賢奕（第二任，三年）
洪潔君（第一任，三年）
唐乃傑（第一任，三年）
目前仍缺長老候選人兩名（三年任），執事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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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二年任，兩位一年任），將進一步由大會提
名選出。
擔任長執同工是個人信仰實踐的機會與挑戰，小會
鼓勵大家一起同工，為教會的使命奉獻力量。
請大家在會前多多禱告，並在大會現場踴躍提名、
接受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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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清芬牧師及家人；鄭再榮兄；
啟明兄及家人；江德欽長老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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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艶姊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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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600 (10/17- 10/2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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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聚會
週 項目 時間

主理

講題/經文

地點

真理使我得自由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蔡佳君
Online
約翰福音
(10/31) 11:45 am
8: 31-36
婦女 10:00 am
二 查經
|
吳曼麗
(11/2)
noon

詩篇 Psalm 101110
箴言 CH.21-22

Online

成人 9:00 am
日 主日學
|
蔡佳君
(11/7) 10:30 am

認識教會 (2)

Online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謝大立
(11/7) 11:45 am

TBD

Online

華語 11:30 am
日 禮拜
|
蔡佳君
(11/7) 12:45 pm

兩個小錢
馬可福音
12:38-44

Online

網路會 1:00 pm
選舉新年度長老
日 員大會
|
張文旭
Online
與執事
(11/7) 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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