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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 
TAFPC Sunday Service 

司會 Liturgist: 何德淵長老(Elder TehYuan Ho) 
證道 Preacher: 蔡佳君牧師(Rev. Annie Tsai) 
司琴 Organist: 陳玫麗姊妹(Ms. Meili Chen) 

11:30AM  July 31, 2022 
﹌﹌﹌﹌﹌﹋﹌﹋﹌﹋﹌﹌﹋﹌﹌﹌﹌﹌﹋﹌﹌﹌﹌﹌﹌﹌﹌﹌﹌﹌﹌﹌﹌﹌﹌﹌﹌﹌﹌﹌﹌ 

序樂 Prelude   小提琴:陳東亮長老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上帝已經賞賜今仔日互咱。 
眾(台) 上帝堅定不變的愛疼欲延續(iân-soà)到永世代

無盡。 
司(台) 上帝已經聚集咱佇此所在。 
眾(台) 上帝堅定不變的愛疼欲延續到永世代無盡。 
司(台) 有真多所在咱通去，總是上帝甲咱導來到遮。 
眾(台) 上帝堅定不變的愛疼欲延續到永世代無盡。 
 
司(華) 上帝已經賞賜今日給我們。 
眾(華) 上帝堅定不變的慈愛要常存，直到永遠。 
司(華) 上帝已經聚集我們在這地方。 
眾(華) 上帝堅定不變的慈愛要常存，直到永遠。 
司(華) 有許多地方我們能去，但是上帝將我們帶到這裡。 
眾(華) 上帝堅定不變的慈愛要常存，直到永遠。 

唱詩* Hymn*   

台#183「上帝是我天父」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小提琴:陳東亮長老 

 “Because He Lives”  Arr. by J. Schrader 

God sent his Son, they called him Jesus; 
He came to love, heal, and forgive; 

He lived and died to buy my pardon, 
An empty grave is there to prove my Savio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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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ain]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How sweet to hold a newborn baby, 
And feel the pride and joy that gives; 
But greater still the calm assurance, 

This child can face uncertain days because he lives [Refrain]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司(台) 謳咾的聲佇咱的嘴唇中間發出，但是佇咱的
心內，咱攏知影咱有虧欠上帝的榮光。總是，
上帝猶原佇咱的罪過中間，與咱相見面，擱甲
咱揪(khiú)起來；並且，祂應允咱會當得著赦
免。兄弟姊妹啊！咱著做伙告白咱的過失，擱
展開(thián-khui)咱家己來找求上帝的憐憫。 

司(華) 頌讚的聲音在我們的唇齒間發出，但是在我
們的心裡，仍然意識到自己虧欠了上帝的榮光。
然而，上帝依舊在我們的罪惡當中，與我們會
遇，又將我們從中拉拔出來；並且，祂應許我
們可以得到赦免。弟兄姊妹啊！讓我們一起告
白我們的過犯，又敞開自己來尋求上帝的憐憫。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眾(台) 慈悲擱信實的上帝啊！阮承認家己時常欠缺
信心。阮的心思無定著，阮的眼光緊失錯，阮
原諒家己崇拜偶像當做上帝。阮講白賊話、聽
白賊話，擱容允家己活佇白賊話的中間，然後，
互白賊話毀壞家己，傷害別人。主啊！求祢赦
免阮定定使性地(sái-sìng-tē)，擱求祢引導阮倒
轉來祢遮。懇求祢用祢的信實裝備阮的信靠，
賞賜阮剛強壯膽的心，互阮會當將祢的真理安
置(an-tì)佇阮的心內面。(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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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華) 慈悲又信實的上帝啊！我們承認自己時常缺
乏信心。我們的心思不定，我們的眼神游離，
我們原諒自己把偶像當成神來崇拜。我們口說
謊言、耳聽謊言，還容許自己活在謊言之中，
然後，任憑謊言毀壞自己，傷害別人。主啊！
求祢赦免我們時常任性而為，又求祢引導我們
回轉向祢。懇求祢以祢的信實裝備我們的信靠，
賞賜我們有剛強壯膽的心，使我們能將祢的真
理牢記在我們的心上。(默禱)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司(台) 上帝堅定不變的愛疼欲永遠存留，從此時到
永世代！超越過十字架！超越過墳墓(hûn-
bōng)！超越過咱的罪惡，上帝不變的愛疼永
遠存留！這是好消息！ 

眾(台) 佇耶穌基督內面，咱攏得著赦免！  
司(華) 上帝堅定不變的慈愛存留，從今直到永遠！

超越十字架！超越墳墓！超越我們的罪惡，上
帝不變的慈愛永遠存留！這是好消息！ 

眾(華) 在耶穌基督裡，我們都得到赦免！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 12:13-21 (新約: 藍 p84, 紅 p118, 棕 p118)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你理財了嗎？」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台#581「救主耶穌，萬福本源」 

奉獻 Offertory  

 奉獻詩*新聖詩 #382 (v.4) 
“我的錢銀獻給祢，用出攏趁祢旨意， 
我的才情祢賞賜，甘願還祢做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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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Intercession 「主禱文」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台#159「主踮我心內，無驚惶自在」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643/E. hymnal #586) 

殿樂 Postlude 小提琴:陳東亮長老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if able)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週 下週 

(7/31/2022) (8/7/2022) 

招      待 郭淑華 洪潔君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何德淵 林又堅 

影  音 蘇楓琇/蔡賢奕 陳虹伶/蔡賢奕 

錄影/網路上傳 朱家豪/林又堅 陳毓盛/林又堅 

司獻/清點奉獻 林嘉柔/郭淑華 唐乃傑/陳叔承 

聖堂/交誼廳清理 全會眾 全會眾 

值 日 長 執 謝慶賢/蔡賢奕 林又堅/蔡賢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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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Session Announcement: 

• 本會訂於 8/27(六)，10-3pm, 在教會舉行長執同工
研習會。 歡迎會友們也一齊來參加。 

• 本會訂於 8/28(日)召開會員大會，提名選舉六名聘
牧委員，成立聘牧委員會。本年度提名委員會將
負責在 8/14(日)以前完成提名並公佈候選人名單。 

• 本年度提名委員會會員包括兩名現任長老(林又堅，
Christine Su)、一名現任執事(陳叔承)以及今年2/20
會員大會中選出的林繼義，Andrew Shen, 蘇楓琇
及莊忠揚四位會友。歡迎將你心目中最佳人選分
享給提名委員會。 

消息報告: 

• 2022 年本教會兒童夏季學校：「宇宙大冒險」將
於 8/22-8/26 早上 9:00 至下午 3:30 在教會舉行，
內容：有氧唱跳、故事分享、團體動力、手工才
藝等等，非常精彩！歡迎 12 歲以下兒童報名參
加，報名請洽盧美君姊妹(Rita Lu)或寄 Email 至教
會索取電子報名表單連結。 

• 英語部的謝函: 非常感謝您們在英語部今年夏天
舉辦的 Elijah’s Promise Soup Kitchen 籌款活動中給
予的所有鼓勵和支持。有了台語部的捐款，我們
到目前為止共組裝了 164 個健康零食袋、120 個
餐具包供 Soup Kitchen 使用，並且購買了 15 個工
業罐頭——所有這些都已經送去 Soup Kitchen！ 
我們衷心感謝您們的慷慨支持，使我們當地社區
許多的人得餵養。我們仍將繼續收購更多的物品，
以便在 8 月份進行組裝和捐贈。如果您們有任何
問題，請隨時與英語部主導群的任何一位聯繫。
帶著愛和感恩，TAFPC 英語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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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部為 Elijah’s promise 收集下列物品，請兄姊將
物品帶到教會，或是委託 EM 的 Mariko 姊妹代購。
謝謝! 

o 廚師 Curtis 的夏季清單 
▪ 僅限營業用罐頭 
▪ Tuna、chickpeas、marinara 醬、豌豆

和胡蘿蔔、玉米、青豆、瓶裝水 
o 袋裝零食 

▪ 燕麥片、堅果、袋裝或杯子裝的水果
和蔬菜、水果零食、100% 果汁、
granola bars、外帶杯花生醬、鬆餅 

o  餐具: 叉子、勺子、餐巾紙 
• 本會已經開始分發環保購物袋，若是你想要領取

購物袋，但不便前來參加實體禮拜，請 email教會
辦公室，以便商議其它領取的管道。每個購物袋
成本價 4 元，待會友領取後將開放購買。 

• 由於人手不足，教會徵求兄姊志願擔任週日輪值，
負責聚會後清潔及關鎖門窗等事務。願意服事者
請洽慶賢長老或 email 教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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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牧委員會的成立；實體聚會的安全；
爾灣台灣長老教會；感染 Covid的兄姊；俐亨姐；繼
義長老；詠恩姐及家人；德欽長老與惠婉姐(Kay)及
女兒 Lily一家；艷紅姐及家人；俊彥兄及尚芬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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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榮兄；啟明兄及家
人；彭昕醫師家人；懷孕的姊妹；教會兄姊們的新
生兒孫；教會長輩的健康；教會各事工(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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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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實體台語禮拜 (7/24): 成人 31, 兒童 2. 

奉獻: 7/11/2022 – 7/24/2022 

經常奉獻 特別奉獻 

$6,890 $400 (Elijah Promise)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講題/經文 地 點 

日 
主日 
祈禱會 
(7/31) 

10:30AM 
| 

11:00AM 
蔡佳君 同心祈禱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7/31) 

11:30AM 
| 

1:00PM 
蔡佳君 

你理財了嗎？ 
 

路加福音 
12:13-21 

Sanctuary 
Online 

二 
婦女 
祈禱會 

(8/2) 

10:00 AM 
| 

11:00AM 
吳曼麗 同心祈禱 Online 

日 
主日 
祈禱會 

(8/7) 

10:30AM 
| 

11:00AM 
蔡佳君 同心祈禱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8/7) 

11:30AM 
| 

1:00PM 
蔡佳君 

秘密藏寶圖 
 

路加福音 
12:32-40 

Sanctuary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