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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奉上主的名來的人攏欲受祝福！
司(華): 奉上主的名來的人都要受祝福！
眾(台): 和散那！和散那！榮光歸佇至高的上帝！
眾(華): 和散那！和散那！榮耀歸於至高的上帝！
司(台): 這是上主所定著的日子，
司(華): 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
眾(台): 和散那！和散那！榮光歸佇至高的上帝！
眾(華): 和散那！和散那！榮耀歸於至高的上帝！
司(台): 咱著做伙來歡喜快樂！
司(華): 讓我們一起來歡喜快樂！
齊(台): 和散那！和散那！榮光歸佇至高的上帝！
齊(華): 和散那！和散那！榮耀歸於至高的上帝！
唱詩* Hymn*
台#85「無限榮光及謳咾」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TAFPC choir 3/29/2015

“Hosanna, Loud Hosanna” by Joseph Martin
"Hosanna, loud hosanna" the little children sang.
Through pillared court and temple, the lovely anthem rang.
To Jesus, who had blessed them, close folded to His breast.
The children sang their praises, the simplest and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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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the K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Rejoice, give thanks and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Declare the coming Lord.
Hosanna in the highest, O praise forever more!
Sing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the ancient song we sing.
Behold the son of David comes, the Lord of heav'n, our King.
O may we ever praise Him with heart and soul and voice.
Hosanna, and in His glorious presence, eternally rejoice.
Sing hosanna! Hosanna! Sing hosanna forevermore!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司(台)咱帶著謳咾進前來，總是，咱猶久虧欠上帝的
榮光。罪惡甚至互咱的好意親像裹著(kó-tio̍ h)汙
穢，總是，上帝禁止罪惡加添任何對咱的控告。
所以，咱著用信心與向望，作伙來找求上帝的
赦免。
司(華)我們懷抱著稱讚前來，但是，我們仍舊虧欠上
帝的榮耀。罪惡甚至使我們的善意彷彿沾染上
汙穢，但是，上帝禁止罪惡加添任何對我們的
控告。因此，讓我們以信心和希望，一起來尋
求上帝的赦免。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會眾 Congregation
眾(台)得勝的上帝啊！阮此時加入世世代代的群眾，
向祢喊嘩出阮的謳咾！當阮的嘴唇(chuí-tûn)講
出互祢得著榮光的話的時陣，阮的生活卻罕日
(hán-ji ̍t)反應出祢的心意。阮會當真簡單唱出
祢的偉大，但是欲按照所唱出的信心來生活卻
定定做𣍐到。阮聽見祢的救贖，但是罪惡猶原
是這呢真實近倚阮，將阮導離開祢的身邊。主
啊！求祢憐憫阮！求祢用醫治的恩典進入阮的
內心作主、作王，也求祢赦免阮所做過的歹，
導阮成做阮應該愛成做的款式。主啊！和散那！
求祢拯救阮！(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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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華)得勝的上帝啊！我們這時加入世世代代的群眾
當中，向祢呼喊出我們的讚美！當我們的嘴唇
講出榮光祢的話語之時，我們的生活卻鮮少反
應出祢的心意。我們很簡單就唱得出祢的偉大，
但是要我們活出信靠祢的生活，卻往往做不到。
我們聽見祢的救贖，但是罪惡依然是這麼真實、
這麼貼近我們，使我們遠離祢。主啊！求祢憐
憫我們！求祢以醫治的恩典進入我們的心中作
主、為王，也求祢赦免我們所犯的錯誤與罪惡，
引導我們成為我們應該成為的樣式。主啊！和
散那！求祢拯救我們！(默禱)
赦罪宣告 Assurance of Pardon
司(台)耶穌基督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受釘佇十字架
頂，為著赦免所有的世間人，心肝擘腹(pehpak)，受死，互人埋葬，然後從死裡復活！耶
穌基督已經永遠消滅罪惡，得著勝利！這是好
消息！佇耶穌基督內面，咱攏得著赦免！
司(華)耶穌基督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被釘在十字架
上，為著赦免所有的世人，內心掙扎，受死，
被埋葬，然後從死裡復活！耶穌基督已經永遠
殲滅罪惡，得著勝利！這是好消息！在耶穌基
督裡，我們已得赦免！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路加福音 23:26-43 (新約: 藍 p120, 紅 p167, 棕 p167)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最後的堅持」
回應詩* Hymn of Response*
台#126「美妙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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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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願我會愈疼祢，我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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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SPC (Somerset Presbyterian Church)租用事宜的問卷
調查，總共有49位兄姊回應，調查的結果如下，小會
將進一步考量決定。
選項 A, 贊成小會進一步簽署6個月合約試用:15
選項 B, 寧可留在 Hillsborough 繼續聚會: 13
選項 C, 暫留 Hillsborough, 繼續尋找其他地點或方案: 21
• 小會決定將現有急難救助金$3,850 經由美國長老教會
總會作業協調，捐献給烏克蘭戰爭急難及人道救助，
並接受本會員針對烏克蘭額外捐款，上限總額訂為
$2,000，超過上限總額的金額將存留為本會急難救助
金。支票請備註「烏克蘭」
，4/15(五)截止。
• 原 訂 於 4/23(六)召 開 的 「 教 會 前 景 辨 思 會 議 」
(discernment for church) , 將延至5/7(六)下午1:00-5:30
舉行。該實體會議是為近期教會聘牧作準備，邀請
全體會員參加，會議將由中會指派領導牧師前來主
持。請大家預留時間來參加。
消息報告:
• 今天家庭團契在禮拜結束後舉辦“八方云台”活動，
有包水餃、煎鍋貼、台語猜謎及播種小松菜等活動，
預計至3:00pm 結束，竭誠歡迎大家禮拜後留步參加。
• 下禮拜4/17(日)是復活節，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 4/11-16 蔡牧師申請休假，期間若有需要聯絡教會，
請洽各區長或小會會員。
• 林繼義長老在日前進行教會安裝設施時摔傷，經過
檢查與治療，目前已經回家靜養，願主繼續醫治幫
助他，早日康復。感謝兄姊的關心以及持續的代禱。
• 賢奕兄與凱雲姐(Kay)於4/9(六)喜得一男嬰，Elijah Tsai
(7.13 lb, 20 inches), 母子均安，感謝主!請與他們同慶賀，
也願神祝福嬰孩及全家!
• 本會徐光武執事(Joseph Hsu)與盧美君小姐，將在蔡
牧師證婚下，完成結婚登記，恭喜他們，願主賜福
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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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奉獻 : $4,526 (3/28/2022 – 4/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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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義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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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紅
姐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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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貞姐及家人；怡和兄、秀
美姐及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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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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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分配:
本週

下週

(4/10/2022)

(4/17/2022)

李淑真

李淑真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報 告

謝慶賢

影 音

蘇楓琇/陳叔承

林詠偉
Christine Su
蘇楓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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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柔/郭淑華

林嘉柔/徐光武

聖堂清理

全會眾

全會眾

值日長執

謝慶賢/李昭瑩

謝慶賢/李昭瑩

聖工分配
招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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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
會
週 聚
項目 時間
成人 8:50 am
日 主日學
|
(4/10) 10:15 am

主理
蔡佳君

台語 10:30 am
日 禮拜
|
(4/10) 11:45 am

蔡佳君

婦女 10:00 am
二 查經
|
(4/12) noon

陳叔承

成人 8:50 am
日 主日學
|
(4/17) 10:15 am

N/A

復活節 10:30 am
聯合
D. Paul
日 禮拜
|
11:45 am La Montagne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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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經文

地點

來一碗心靈雞湯 Church
-- 大齋節期
Online
靈修分享
最後的堅持
路加福音
23:26-43

Church
Online

約翰福音
Online
5:1-30
Lent (4/06-4/12)

暫停

N/A

TBD
創世紀
6:5-8, 11-13;
馬太福音
21:33-41;
路加福音
24:1-12

Church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