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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 
TAFPC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 Liturgist:  林又堅長老(Elder Yow-Jian Lin) 
證道 Preacher:  蘇惠智牧師(Rev. Ralph Su) 
司琴Organist:  陳玫麗姊妹(Ms. Mei-Li Chen) 

10:30am                                                     January 16, 2022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上帝，展開(thí-khui)所有的天— 
 眾：上帝，佇雲中安置至高的座位— 

 司：上帝，有大權能親像高山抵天(tú-thiⁿ)— 
 眾：上帝，親像深淵奇妙𣍐當測度(chhik-to̍k)— 

 司：祢的救贖慷慨又擱廣闊，臨到萬百姓與所有受造
物(mih̍)。 

 眾：阮佇祢無變的疼的治理中來趒跳(tiô-thiàu)歡喜！ 

唱詩* Hymn* 

 台#229 「全地著向主上帝來唱歌」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聖歌隊Choir 1/22/2017 

   「Here I Am, Lord」 arr. by M. McDonald 
I, the Lord of sea and sky, 
I have heard my people cry. 
All who dwell in dark and sin, My hand will save. 

I who made the stars of night, 
I will make the darkness bright. 
Who will bear my light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Here I am, Lord. Is it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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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hine own way, Lord! Have Thine own way! 
Thou art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after Thy will; 
while I am waiting, waiting Lord. 
Here I am, Lord. It is I, Lord! 

Here I am, Lord. It is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where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Here I am, Lord. Here am I!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佇咱中間有什麼人呣曾受著偶像迷惑，致到失迷，找
無路？咱攏帶著需要告白的罪過、過失來到上帝的面
前。佇信靠上帝一定有無停止的愛疼欲赦免咱的時，請
咱作伙來懺悔咱的罪。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愛疼阮的上主啊！阮渴慕欲來成作祢的忠信信徒，但
是到路尾，阮所有好的企圖攏總用盡，家己卻變成做
空虛。阮為著所有無符合祢的標準的罪過，懇求祢赦
免阮！滿有恩典的主啊！求祢改變阮，互阮親像水變
成酒的神蹟， 成做這個世界所欠缺的要素；互阮因
為安呢，幫助阮的社區、國家、教會以及所有的受造
物攏來認識祢的公義與愛疼。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上帝已經將恁從纏絆恁的罪惡中間揪(giú)出來，以前
受人恥笑的見羞感受，親像受棄捨、孤單、失敗、無人
睬(chhap)…遮個舊的名攏已經消除。透過聖神的恩賜，
上帝欲改換恁，用新的名叫恁：有智慧、好名聲、 有
信心、醫治者、先知、料想𣍐到的神奇…遮個新的名，
有耳的人攏來聽，咱著相信，佇耶穌基督內面，咱的名
已經得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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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哥林多前書 12:1-11 (新約: 藍 p196, 紅 p265, 棕 p265)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用恩賜起造教會」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TAFPC choir 領唱 

 台#149 「脫出罪惡、烏暗的交界」 

奉獻 Offertory                                     

報告 Announcement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TAFPC choir 領唱 

 台#347 「主耶穌，我欲倚靠祢」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E. hymnal #586 

殿樂 (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if able) 

小會公告: 

• 本主日華語禮拜暫停一次。 

主內交通與代禱 : 

• 恭喜 Jessy 和 Benson Shih 夫婦於 1 月 11 日順利獲
得主所賜的兒子 Levi (2672g)。母子均安，感謝讚美
主！ 

• 抱著呣甘的心甲咱通知，本會青年黃詠恩姊妹的尊
翁黃文耀牧師於 1月 8日安息主懷，旅世而居六十
五載。告別禮拜訂於台灣時間 1 月 22 日禮拜六，
上午八點佇台南殯儀館明德廳舉行入殮禮拜，隨即
火化，下午兩點三十分佇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
舉行告別追思禮拜，願主安慰遺族，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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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著呣甘的心甲咱通知，本會劉麗玲姐的母親、
Christine Su 長老的阿嬤楊春蘭姊妹佇 1 月 11 日暗
時，於西雅圖安息主懷，享耆壽九十五歲。家族追
思禮拜訂於太平洋時間 1 月 22 日禮拜六上午十
點，佇西雅圖燈塔四方教會舉行，願主安慰遺族，
請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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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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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 Tseng 及家人；純貞姐及家人；怡
和兄、秀美姐及家人；村仁兄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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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奉獻: $4,500 (1/2/2021 - 1/9/2022)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週 下週 

(1/16/2022) (1/23/2022)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會 / 報告 林又堅 張文旭 

錄影/網路上傳 陳虹伶 陳虹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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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10:30 am 
| 

11:45 am 
蘇惠智 

用恩賜起造教會 
 

哥林多前書 
12:1-11 

Online 

日 
華語 
禮 拜 
(1/16) 

12:00 pm 
| 

1:00 pm 
蔡佳君 暫停 Online 

二 
婦女 
查經 
(1/18) 

10:00 am 
| 

noon 
張頌惠 

詩篇 120-127 
箴言 27-28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1/23) 

10:30 am 
| 

11:45 am 
蔡佳君 

經過流淚之谷 
 

尼西米記 
8:1-3, 5-6, 8-10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