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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棕樹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ervice Order of Palm Sunday 

司會: 張文旭長老  證道: 蔡佳君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0:30 am Mar 28, 2021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這位無親像君王的人是什麼人？ 
眾：和撒那！祂的名是耶穌！ 

司：是安怎祂騎著驢仔入城來？ 
眾：祂來是為著拯救你與我！ 

司：咱著揲(ia̍t)咱手中的棕樹枝，甲(kā)咱的外袍
鋪 (chhu)佇土腳， 

眾：然後跟隨基督行向十字架。 

唱詩* Hymn*  
T#85「無限榮光及謳咾」 TAFPC choir 領唱 

感恩祈禱 Thanksgiving Prayer 

讚美 Anthem TAFPC Choir 3/20/2016 

「A Festive Hosanna」 by Nolan Douglas 
[Refrain]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give praise to the King.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lift voices and sing.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Oh,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See He rides through the ancient streets. 
People gather as they greet the promised Savior. 
Wave the palms, hosanna! Raise a psalm, hosanna! 
Come now and worship Christ the King of Kings. 
Come and worship the King! [Ref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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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咱著用真實的心，來親近上帝，咱相閤佇上帝的面前
彼此認罪。咱若認咱的罪，祂是真實公義，欲赦免咱
的罪，洗除咱攏總的不義。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和撒那！主啊！阮求祢拯救阮！當阮因為驕傲、懷
疑或者是驚惶(kiaⁿ-hiâⁿ)致到駁倒，求祢救阮脫離阮
家己造成的網羅。當阮看𣍐著出路，求祢救阮脫離
互阮受綑綁(khún-pa̍k)的體制。當阮感覺著罪惡成
做重擔壓迫(ap-pik)著內心，求祢赦免阮，拯救阮
脫離自己的過犯。喔！主啊！求祢提醒阮：群眾喊
嘩「和撒那！」的聲音，真緊就欲變成做「釘他十
字架！」的控告。求祢拯救阮！喔！主啊！互阮無
成做𪜶其中的一個。(默禱) 

赦罪宣告 Pardon 

人若站佇基督，就是新創造的人，舊的生活已經過
去，新生活已經開始，著知咱得著赦免，咱有平
安。阿們。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可福音11: 1-11 (新約:藍 p106, 紅/棕 p149) 

  司: 這是上帝的話      眾: 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驢子上的君王」 

回應詩* Response Hymn* 

T#128「主耶穌，我的主」 TAFPC choir 領唱 

奉獻 Offertory 

代禱 Intercession「主禱文」 

新聖詩 #330 「主，聽阮祈禱」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賞賜阮平安” 

報告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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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詩歌* Sending Hymn* 

T#86「威嚴君王騎驢進前」 TAFPC choir 領唱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默禱(Silent Prayer)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消息報告: 

• 感謝上星期日 03/21 成人主日學朱家豪師丈講解 
“參與社會關懷的教會”第二講。他以自己在研究所
讀書時代參與社會公義關懷運動的親身經驗，詳細
解說他如何從與教會多位信仰前輩共事的過程中體
驗到上帝的呼召，獻身臺灣民主自由運動。他並以
個人閱讀聖經經節的心得，講解如何從意識型態的
懷疑治學方法來講讀聖經。他一一詳細解說聖經中
耶穌的天國八福教導如何引導基督徒對臺灣民主運
動的參與來獻身打拼，讓我們了解神學不是書本文
字喊口號的學術研究而已；如何將我們讀聖經的心
得實況化，帶領教會盡心盡力來進入本土文化，並
且關懷社會經濟問題，來活出耶穌門徒的模樣，跟
對耶穌愛世人愛社會以回應上帝愛我們的恩典。他
的教導深入淺出，條理清明，讓我們深深體會到基
督徒參與社會公義關懷不只是聖經教導我們的責
任；社會關懷實在是上帝給我們的大恩典，大福
氣。讓我們一起來回應上帝的呼召！家豪師丈會在
四月再來與我們分享，請期待。 

• 下禮拜日 4/4 復活節成人主日學要邀請教會兄姊作
夥來分享疫情週年的心得，對我們紀念耶穌受難與
慶祝主的復活的啟示，分享親身走過死蔭山谷的感
恩見證。請大家寫下您的感想或祈禱文，一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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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或一段詩歌都歡迎。也可分享您在書裡讀到、
新聞中看到或講道時聽到感動您的信息。請盡快寄
給蓓蓉長老: pjc8TAFPC@gmail.com。 

• 婦女團契與 TKC 正在募集與復活節相關的照片與影
片，請在 4/1 禮拜四以前將照片交給 Jessy Liau 或寄
到教會信箱 tafpcco@gmail.com。若有興趣在家教小
朋 友 DIY 彩 蛋 ， 請 參 考 教 學 影 片 ：
https://youtu.be/WGaa55j1RbM  

• 4/2 禮拜五為基督受難日(Good Friday)，TKC 邀請大
家晚上八點在網路參與「泰澤(Taizé)禱告會」，連結
方式將再用 email 通知。 

小會公告: 

• 在本會尚未決定教堂通風改善工程方案以前，請
會友們及團契小組若有使用教會設施時，除了戴
口罩外，請在使用前後擦拭所用門把及桌椅，並
遵守 CDC & NJ 建議規定，包括降低空間使用密
度到 50%, 並每人保持六英呎間距。 

• 若有自外州旅遊返回大紐約地區者請自行居家隔
離 10 天。若有國外旅遊者請參考 CDC 防疫指示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
ncov/travelers/map-and-travel-notices.html; 

出席與奉獻: 3/21/2021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TM 75      EM 15 台語    $ 4,500（3/1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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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 Tseng 及家人；純貞姐及家人；
淑華姐的女婿、女兒；淑真姐(Sue Liu)的母親；佩芬姐
的先生 Keene Benson；詠恩姐的父親黃牧師；怡和兄
秀美姐及家人；志維兄芳如姐及家人；村仁兄及家
人；茂清兄及家人；靜雅姐及家人；英民兄及家人；

mailto:pjc8TAFPC@gmail.com
https://youtu.be/WGaa55j1RbM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map-and-travel-notice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map-and-travel-not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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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傑兄(Jason)及家人；珍珠姐及家人；明艶姊及家
人；詠偉兄的家人；Nua 姐的父親；秀芬姐的父親；
俊彥兄與尚芬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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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經文/講題 地 點 

日 
成人 
主日學
(3/28) 

9:00 am 
| 

10:15 am 
郭耿維 

《神與人的對話
－音樂》 

Online 

日 
台語 
禮 拜 
(3/28) 

10:30 am 
| 

11:45 am 
蔡佳君 

驢子上的君王 

馬可福音 
11: 1-11 

Online 

二 
婦女 
查經
(3/30) 

10:00 am 
| 

12:00 pm 
陳叔承 

加拉太書 
5:16-26 

Online 

五 
TKC泰澤 
禱告會 

(4/2) 
8:00 pm TKC  Online 

日 
成人 
主日學

(4/4) 

9:00 am 
| 

10:15 am 
陳蓓蓉 

與冠狀病毒奮鬥
的經驗分享 

Online 

日 
聯合 
禮 拜 
(4/4) 

10:30 am 
| 

11:45 am 
蔡佳君 

主復活的早晨 

馬可福音 16:1-8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