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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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h-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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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14, 2022 
﹌﹌﹌﹌﹌﹋﹌﹋﹌﹋﹌﹌﹋﹌﹌﹌﹌﹌﹋﹌﹌﹌﹌﹌﹌﹌﹌﹌﹌﹌﹌﹌﹌﹌﹌﹌﹌﹌﹌﹌﹌ 

序樂 Prelude   小提琴:陳東亮長老 

              "Panis Angelicus"   by C. Franck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屬佇上帝的百姓啊！恁著留心來看：踮佇信徒

的周圍以及使徒的中間，做伙受著引導來的人，
有門徒擱有懷疑者，咱也與牧者以及聖徒排列
徛做伙！既然咱是互遮個見證人親像雲彩啲包
圍咱，咱著用堅定的腳步來跑走頭前的比賽，
專心注目看走佇代先、成做咱信仰完全的模範
的主耶穌。 

司(華) 屬於上帝的子民啊！你們當留心看啊：在信徒
的周圍以及使徒當中，一起領受引導前來的人，
有門徒也有懷疑者，我們也與牧者以及聖徒並
肩站在一起！既然我們是被這些見證人如同雲
彩包圍著我們，我們當以堅定的腳步來奔跑前
面的比賽，專心注目看擔任先鋒、又成為信仰
完美模範的主耶穌。 

唱詩* Hymn*   

台#303「主，我欲謳咾祢」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小提琴:陳東亮長老 

 「Softly and Tenderly」 by W. Thompson 
Softly and tenderly Jesus is calling, 

Calling for you and for me; 
See, on the portals He’s waiting and watching, 

Watching for you and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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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ain] Come home, come home, 
Ye who are weary, come home; 

Earnestly, tenderly, Jesus is calling, 
Calling, O sinner, come home! 

Why should we tarry when Jesus is pleading, 
Pleading for you and for me? 

Why should we linger and heed not His mercies, 
Mercies for you and for me?  

Come home, come home, 
Ye who are weary, come home; 

O, for the wonderful love He has promised, 
Promised for you and for me! 

Though we have sinned, He has mercy and pardon, 
Pardon for you and for me. [Refrain]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司(台) 當咱聚集佇上帝無限憐憫的寶座前，咱著做

伙放落(pang-lo̍h)所有的重擔，棄捨愈來愈罩
倚來(tà-oá-lâi)的罪惡，為著欲得著救恩的緣故，
來告白咱的需要。 

司(華) 當我們聚集在上帝無限憐憫的寶座前，我們
應當要放下所有的重擔，捨棄愈來愈靠近的罪
惡，為了要得到救恩，來告白我們的需要。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眾(台) 愛疼阮的創造主啊！藉著花園主人的溫柔接

觸(chiap-chhiok)，祢栽種祢的百姓，為著欲互
𪜶結出好果子；但是阮結出的果子卻成做酸葡
萄。藉著打鐵師傅燒燙燙的焰火(iām-hoé)，祢
鍛鍊祢的百姓，為著欲互𪜶榮光祢；但是阮卻
互汙穢(ù-hoè)的雜念迷惑(bê-he̍k)。喔，上帝
啊！佇祢慷慨(khong-khài)的憐憫中間，懇求祢
數念(siàu-liām)阮是祢栽種的葡萄枝，拯救阮！
修補阮！懇求祢重新擱再塑造(sok-chō)祢所燒
的瓷器(huî-khì)，清氣阮！煉淨阮！喔，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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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求祢賞賜互阮新的活命，互阮會當透過全
新的生命，真實、正確來敬拜祢！(默禱) 

眾(華) 愛我們的創造主啊！藉著花園主人的溫柔觸
摸，祢栽種祢的百姓，為使他們能結出好果子；
但是我們結出的果子卻成了酸葡萄。藉著打鐵
匠人滾燙的烈火，祢鍛鍊祢的百姓，為使他們
榮耀祢；但是我們卻沾染汙穢的雜念，以致受
迷惑。喔，上帝啊！在祢慷慨的憐憫之中，懇
求祢顧念我們是祢栽種的葡萄枝，拯救我們！
修補我們吧！懇求祢重新再一次陶冶祢所燒製
的瓷器，清潔我們！煉淨我們吧！喔，上帝啊！
求祢賞賜我們新生命，好使我們能因著全新的
生命，真實、正確地敬拜祢！(默禱)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司(台) 耶穌忍受十字架的苦難，為著已經囥佇頭前

的喜樂，無帶念(tài-liām)十字架所帶來的見笑
(kiàn-siàu)。彼個喜樂就是咱得著的救贖。祂
的喜樂就是咱得著自由。咱著相信這個好消息：
佇耶穌基督內面，咱攏已經得著赦免。 

司(華) 耶穌忍受十字架的苦難，為了已經放在前面
的喜樂，不在乎十字架所帶來的羞辱。那樣的
喜樂就是我們得著的救贖。祂的喜樂就是我們
獲得自由。我們應當相信這個好消息：在耶穌
基督裡，我們已得赦免。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 12:49-56 (新約: 藍 p85, 紅 p120, 棕 p120)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點𤏸火光的主」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台#582「慈悲疼痛大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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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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 Intercession 「主禱文」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s 

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台#146「救主出聲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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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Wings of Song "   by F. Mendelss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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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2022) (8/21/2022) 

招      待 郭淑華 洪潔君 

司  琴 NA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何德淵 張文傑 

影  音 蔡賢奕/陳叔承 陳虹伶/陳叔承 

錄影/網路上傳 陳毓盛/林又堅 陳毓盛/林又堅 

司獻/清點奉獻 郭淑華/李昭瑩 唐乃傑/李昭瑩 

聖堂/交誼廳清理 全會眾 全會眾 

值 日 長 執 林又堅/洪潔君 林又堅/洪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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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本會訂於 8/28(日)下午 1:30召開會員大會，提名選
舉六位聘牧委員，成立聘牧委員會。本年度提名
委員會已提出六位聘牧委員會候選人: Christine Su
長老、林又堅長老(兩位現任小會會員) 、張文傑長
老、許史青長老、李英民執事及 Andrew Shen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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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兄姊將你們為 Elijah’s promise 收集的物品於
8/21(日)以前帶到教會。英語部將於 8/21(日)早上
組裝打包，送去 Elijah’s promise soup kitche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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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夏季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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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成人 40, 兒童 5. 

奉獻: 8/01/2022 – 8/07/2022 

經常奉獻 $ 8,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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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10:30AM 
| 

11:00AM 
蔡佳君 同心祈禱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8/14) 

11:30AM 
| 

1:00PM 
蔡佳君 

點𤏸火光的主 
 

路加福音 
12:49-56 

Sanctuary 
Online 

二 
婦女 
祈禱會 
(8/16) 

10:00 AM 
| 

11:00AM 
吳曼麗 同心祈禱 Online 

日 
主日 
祈禱會 
(8/21) 

10:30AM 
| 

11:00AM 
蔡佳君 同心祈禱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8/21) 

11:30AM 
| 

1:00PM 
蔡佳君 

完全得釋放 
 

路加福音 
13:10-17 

Sanctuary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