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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 
TAFPC Sunday Service 

司會 Liturgist: 張文旭長老(Elder Wen H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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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022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上帝歡迎咱所有的人，無論咱是誰人，無論咱
佇叨位，無論咱心情安怎，上帝歡迎咱大家。 

 
司(華) 上帝歡迎我們所有的人，無論我們是誰，無

論我們身在何處，無論我們心情如何，上帝歡
迎我們。  

唱詩* Hymn*   

台#68「主耶穌放拺祢寶座冕旒」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2022 TAFPC  Children Summer School 

“Blast Off” 
“Jesus is the Rock” 

“Deep Down in My Heart”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司(台) 咱定定越轉身離開上帝，呣知影上帝的良善
與美好。但是上帝繼續邀請咱，繼續用愛疼來
摸咱。咱著用悔罪的信心作伙來歸向上帝，找
求祂的赦免。 

司(華) 我們時常轉身離開上帝，渾然不知上帝的美
善。但是上帝繼續邀請我們，積蓄以慈愛來觸
摸我們。讓我們一起以悔改的信心來歸向上帝，
尋求祂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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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眾(台) 充滿憐憫的上帝啊！佇耶穌基督內面，祢向阮
展現出一條謙卑擱搜揣(chhiâu-chhoē)別人的利
益的道路。但是阮欲告白阮時常行家己所愛行
的路，提高阮家己，卻忽略別人的需要。主啊！
求祢甲阮從只有引誘阮去追求家己的快樂中間
釋放出來。也求祢幫贊阮，因為救主耶穌基督
的緣故，與屬祢的百姓做伙和諧居起，做伙分
享這個世界，做伙佇主的宴席中間飲吃。(默禱)  

眾(華) 充滿憐憫的上帝啊！在耶穌基督裡，祢向我們
彰顯出一條謙卑又追尋別人利益的道路。但是我
們要告白自己時常偏行己路。抬高我們自己，卻
忽略別人的需要。主啊！求祢將我們從只追求自
己快樂的迷惑當中釋放出來。也求祢幫助我們，
因著救主耶穌耶穌基督的緣故，能與屬祢的百姓
一同和諧居住，一起分享這個世界，一起在主的
宴席中吃喝。(默禱)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司(台) 上帝藉著廣闊施落的豐盛恩典以及憐憫，聚
集咱擱清氣咱，互咱改舊換新，互咱生命得著
完全。這是好消息！ 

眾(台) 佇耶穌基督內面，咱攏得著赦免！  
司(華) 上帝藉著廣闊施下的豐盛恩典以及憐憫，聚

集我們又潔淨我們，使我們除舊更新，也使我
們生命得到完全。這是好消息！ 

眾(華) 在耶穌基督裡，我們已得赦免！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 14:1, 7-14 (新約: 藍 p87, 紅 p122, 棕 p122)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誰是貴賓？」 



3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台#360「教會若一塊圓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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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上帝做阮代代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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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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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 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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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訂於 8/27(六)在教會舉行的長執同工研習會，將
延至 9/24(六)舉行，10AM-3PM, 請預留時間來參加。 

• 自 9/11(日)起，新的主日聚會時間表如下: 

9:30AM-10:00AM 禱告會 

10:00AM-11:00AM 聖歌隊練唱，EM/TM禮拜前設置 

11:00AM-12:15PM EM/TM禮拜，兒童主日學 

12:15PM-1:00PM 茶點 

1:00PM-2:00PM 成人主日學，EM其他活動 

2:00PM-3:00PM 手鐘隊練習 

• 9/11(日)是教會的 Homecoming Day. 歡迎許久沒
回到教會的兄姊們來教會一起實體敬拜主，也請
兄姊邀請親朋好友同來作禮拜。 

• 校園事工今年將與羅格斯大學的學生會(TGSA)於
9/17(六)下午 2 點在羅大校園合辦迎新活動，本
會將提供餐袋給每位參加的學生，請兄姊踴躍支
持，幫忙準備小點心，也預留時間參加當日的活
動。詳情會再報告。 

消息報告: 

• 感謝上帝，兒童夏季學校「宇宙大冒險」已於上
週圓滿完成，總共有 25 位學員參加，感謝參與
的每個家庭以及全體同工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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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8/15/2022 – 8/21/2022 

經常奉獻 $ 4,875.00 

聖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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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事工九月的
迎新；實體聚會的安全；感染 Covid 的兄姊；俐亨
姐；俊彥兄及尚芬姐；繼義長老；艷紅姐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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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恩姐及家人；德欽長老與惠婉姐(Kay)及女
兒 Lily 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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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遊探
親的兄姊；退休兄姊們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 

 

聖工分配 
本週 下週 

(8/28/2022) (9/04/2022) 

招      待 郭淑華 李淑真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旭 林又堅 

影  音 蔡賢奕/徐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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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叔承 洪潔君/李昭瑩 

聖堂/交誼廳清理 全會眾 全會眾 

值 日 長 執 林又堅/徐光武 謝慶賢/李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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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實體台語禮拜 (8/21): 成人 44, 兒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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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 

10:30AM 
| 

11:00AM 
蔡佳君 同心祈禱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8/28) 

11:30AM 
| 

1:00PM 
蔡佳君 

誰是貴賓？ 
 

路加福音 
14:1, 7-14 

Sanctuary 
Online 

日 
會員 
大會
(8/28) 

1:30PM 
| 

2:00PM 
張文旭 選舉聘牧委員 Sanctuary 

Online 

日 
主日 
祈禱會 
(9/04) 

10:30AM 
| 

11:00AM 
蔡佳君 同心祈禱 

Basement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9/04) 

11:30AM 
| 

1:00PM 
蔡佳君 

做門徒的代價 
 

路加福音 
14:25-33 

Sanctuary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