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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上帝問講：「我會當差遣啥人？」
(華) 上帝問：
「我能差遣誰呢？」
眾：(台) 我佇遮。
(華) 我在這裡。
司：(台) 耶穌講：「跟隨我，擱佇我的工作內面做伙
分享。」
(華) 耶穌說：「跟隨我，又當在我的工作中一起
分享。」
眾：(台) 我佇遮。
(華) 我在這裡。
司：(台) 聖神聚集咱每一個人來敬拜。
(華) 聖靈聚集我們每一個人來敬拜。
眾：(台) 阮此時佇遮來敬拜上帝。
(華) 我們此時在這裡敬拜上帝。
唱詩* Hymn*
台#2
「聖哉、聖哉、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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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TAFPC choir, 4/27/2014
「Order My Steps (in Your Word)」
Glenn Burleigh
Arr.: Jack Schrader

Order my steps in your Word, dear Lord.
Lead me, guide me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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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your anointing, Father, I pray.
Order my steps in your Word.
Humbly I ask Thee, teach me your will,
While You are working, help me be still.
Thou Satan is busy, God is real!
Order my steps in your Word, please.
I want to walk worthy, my calling to fulfill.
Please order my steps, Lord.
And I'll do your blessed will.
The world is ever changing, but You are still the same.
If You order my steps, I'll praise your name.
Order my steps in your Word.
Order my tongue in your Word.
Guide my feet in your Word.
Wash my heart in your Word.
Show me how to walk in your Word.
Show me how to talk in your Word.
When I need a brand-new song to sing,
Show me how to let your praises ring in your Word.
Please order my steps in your Word.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台) 我佇遮代先要緊欲傳達互恁我所領受的：基督
為著咱的罪來死。因為信靠福音的應允，咱作伙來
告白咱的罪。
(華) 我在這裡最優先重要傳達將我所領受的傳達給
你們：基督為了我們的罪而死。因為信靠福音的應
許，我們一起來告白我們的罪。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台) 充滿憐憫的上帝啊！祢向阮呼叫，阮卻真少聽
趁(thiaⁿ-thàn)祢的聲。祢召集阮，阮卻越轉身離開。
罪惡互阮無法度回應祢、甲阮所打拼的一切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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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求祢赦免阮的虧欠，因為阮無致意佇祢愛阮恢復
對祢的敏感，甲祢囥代先的代誌頂面。懇求祢幫助
阮注神佇祢愛阮敬拜的呼召頂面，而且願意服事，
親像阮意愛跟隨耶穌基督的款式。
(華) 充滿憐憫的上帝啊！祢向我們呼喊，我們卻很
少聽從祢的話。祢召集我們，我們卻轉身離開。罪
惡使我們無法回應祢，將我們所努力的一切打敗。
懇求祢赦免我們的缺乏，因為我們沒有注意祢要我
們恢復對祢的敏感，將祢擺第一的事情上。懇求祢
幫助我們專心於祢要我們敬拜的呼召上，而且願意
服事，如同我們尋求跟隨耶穌基督一般。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台) 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就算是死亡，也攏
無法度甲咱與上帝愛疼隔離。這是好消息！佇耶穌
基督內面，咱攏得著赦免！
(華) 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就連死亡也無法將
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是好消息！在耶穌基督裡，
我們都得到赦免！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以賽亞書 6:1-8 (舊約: 藍 p751, 紅 p873, 棕 p873)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回到主面前」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台#616 「我踮佇主的愛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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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Offertory
代禱 Intercession
報告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台#434 「主有恩典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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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E. hymnal #586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if able)

小會公告:
 2月20日將召開會員大會，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感謝蔡佳君牧師為我們主講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學，課
程名稱為「傳福音的史奴比」，時間：每主日早上
9:00 - 10:15 在 Webex meeting 進行。
 下禮拜成人主日學 2 月 13日第二講「大問題！原罪！」
 本會財務長 Marianne 長老將於二月初郵寄出各家庭
2021年度奉獻報告表。若有家庭希望收到報告表的電
子檔案，請在今天（ 2 月 6 日）晚上 12 點以前，email
你的申請信到 marianneshen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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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艷 紅 姐 及 家 人 ；(Dennis)詠 偉 兄 及
Ariel Huang；Jessy 及家人；詠恩姐及家人；麗玲姐
及家人；德欽長老與惠婉姐(Kay)及女兒 Lily 一家；
俊彥兄與尚芬姐；淑華姐的女婿、女兒；淑真姐
(Sue Liu)的母親；佩芬姐的先生 Keene Benson；Nua
姐的父親；秀芬姐的父親；鄭再榮兄；啟明兄及家
人；蕭清芬牧師家人；彭昕醫師家人；潔君姐及家
人；雪香姐及家人；純貞姐及家人；怡和兄、秀美
姐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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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4/2022 - 1/30/2022)
聖工分配:
本週

下週

(2/6/2022)

(2/13/2022)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會 / 報告

謝慶賢

張文傑

錄影/網路上傳

陳虹伶

陳虹伶

聖工分配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會 時間
項目

主理

講題/經文

地點

回到主面前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11:45
am
(2/6)

蔡佳君

以賽亞書
6:1-8

Online

婦女 10:00 am
二 查經
|
(2/8)
noon

李淑真

詩篇 CH144-150

Online

成人 9:00 am
主日學
|
日
(2/13) 10:15 am

「傳福音的
史奴比」第二講：
Online
蔡佳君
「大問題！原
罪！」

台語 10:30 am
|
日 禮拜
(2/13) 11:45 am

枝葉茂盛的大樹
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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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17:5-10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