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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司會: 林繼義長老  證道: 謝大立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0:30 am Aug 01,2021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當上帝的百姓枵餓的時， 
眾：上帝降落嗎哪互𪜶吃，直到飽足。 

司：當上帝的百姓枵餓的時， 
眾：上帝呼召咱，嘴啖著(tām-tio̍h)他恩賜的美好，擱
互相分享咱所得著的米糧。 

司：咱著來敬拜上帝，祂就是活命的米糧。 
眾：安呢，咱通影著(iáⁿ-tio̍h) 天國的宴席生做啥款。 

唱詩* Hymn*  
T#6「 上帝創造天與地(v.1,5,6)」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TAFPC Choir, 10/23/2016 

        「 我主，是我的牧者」 
       word: D. Besig & N. Price 

music: D. Besig 
translation.:  紀華冠 

我主是我的牧者，祂知我所欠用， 
賞賜我逐項有夠額，我通全心信靠祂。 
引導我躺在青翠草埔，導到安靜的水邊。 
我主是我的牧者，我欲跟隨祂腳步。 
 
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我也攏 m̄驚災害， 
因為主必保護照顧我，導我脫離黑暗路。 
有時煩惱及(kap)憂傷包圍，心內驚惶真艱苦， 
祂在我身邊安慰扶持，永遠攏無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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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是我的牧者，祂及(kap)我相同行， 
賞賜我有慈悲憐憫，賞賜氣力及(kap)盼望。 
主耶和華是我牧者，永遠攏無放栜我， 
我主是我的牧者，永遠及(kap)我相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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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教示阮，祢是活命的糧食，而且，祢
有應允阮，只要信靠祢，就永遠𣍐擱再枵餓。但
是，主啊！阮因為枵餓，定定找求毋對的事物(sū-
bu̍t)。祢用恩典養嗣阮，但是，阮卻找求世間的成
就。祢供應阮平安，但是，阮卻找求控制。祢賞賜
多多互阮會當與別人分享，但是，阮卻趕緊甲所領
受的恩賜當做家己的。主啊！活命的米糧啊！求祢
赦免阮！靠著祢的赦免，求祢教示阮渴慕祢所做成
的事物：找求公義、渴慕平等、擱為著世間普遍的
美好來打拼，直到祢的兒女無擱再為著枵餓，求討
糧食的彼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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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91篇(舊約:藍 p101, 紅/棕 p115)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帝是咱的保護者  」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438「阮犁田撒好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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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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至大上帝，願祢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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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8/8禮拜後，我們要欣賞今年父親節野外禮拜
的照片。請有拍攝野外禮拜照片的兄姊將照片 email 
給羅逸翔執事（Sean） lf21201@gmail.com 。 

 上星期六7/24/2021感謝臺灣神學院前任院長林鴻信牧
師主講宣教的時機，見證與挑戰。也感謝何德淵教
授講解 後疫情時代，調整腳步再出發，李惠仁醫師
講解 老夫老妻。2021年暑期聯合靈修會圓滿結束。
感謝大家參加，熱心討論。願上帝祝福疫情快快控
制成功，明年夏天一起回 DeSales University靈修。 

 成人主日學將於8/14/2021上午8:30 to 10: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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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精彩，請大家預留時間,  演講以 WebEx
網路方式. 

 前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邱義昌兄 (Timmy Y. Chiu) 的追
思禮拜已於 7/31 10:30 am 舉行，願主安慰遺族。 

肢體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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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TKC的 Myron and Shan Shan 夫婦於7/21得到
上帝所賜的千金 Keira （3470g)，母女均安，感謝
讚美主！ 

 感謝叔承執事、慶賢長老、淑真執事與蔡牧師前
往探望艷紅姊、美智姊，願主賜福她們身體健
康，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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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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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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 Offertory 

經常奉獻: $ 700 (7/18- 7/25/2021)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講題/經文 地 點 

日 
台語 
禮 拜 
(8/1) 

10:30 am 
| 

11:45 am 
謝大立 

上帝是咱的保護者 

詩篇 91:1-16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8/8) 

10:30 am 
| 

11:45 am 
蔡佳君 

恩典的碎渣兒 

馬 太福音 15:21-28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