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禮 拜 程 序

主日服事

本主日3/20

下主日3/27

林皙陽牧師
黃政賢
黃瑞鳳
凌旭勢/楊智惠
許翠蝶
楊士宏

林皙陽牧師
楊士宏
蘇秋莉
黃政賢/許慧娟
一家一菜
許登龍

台116首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會眾

序樂

Prelude...................................................................................... 司琴

證 道
司 會
司 琴
招待/整理
愛 餐
敬拜讚美

宣召

Call to Worship ........................................................................ 司會

獻 詩

Order Of Worship
2016年3月20日上午11時

讚美(聖詩) Hymn:台53首 ........................................................................... 眾立
祈禱(主禱文) Prayer (Lord's prayer)...............................................................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3 (Psalm 118) ....................................... 會眾

讀經

Scripture: 路加福音書(Luke) 19:28-40 .................................. 司會

獻詩

Choir:.... 台116首 .................................................................... 詩班

講道

Sermon: 善變的人性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106首 ....................................................................... 眾立

奉獻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金句

Bible Verse：路加福音書(Luke) 19:38 .................................. 會眾
佇主的名來的王應該得著謳咾！
佇天裡和平；佇至高的位榮光。
“Blessed is the king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Peace in heaven and glory in the highest!”

報告及介紹
祝禱
頌榮
殿樂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Benediction................................................................... 林皙陽牧師
Hymn 台8首 ............................................................................. 眾立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耶穌早在進入耶路撒冷之前，就已經先聯繫好所要騎的驢子，和
守逾越節晚餐的地方。耶穌當時是猶太教高層追捕的對象，本應
低調進城，祂卻以無比的勇氣，挑戰威權，公開騎驢進城，萬人
注目，以此表明祂就是彌賽亞，上帝所膏立的君王。

上週出席與奉獻

禮拜:成人43小孩3
主日奉獻: $1,731
Sharon: $3,270

報告及介紹
1.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參加午餐，交誼及各項活動。
2. 今天是棕樹主日(Palm Sunday)，從明日起進入受難週，請每日以聖
詩、經文、禱告來默想主的受難，與主同行受苦之路。
3. 3 月 25 日(五)是受難日(Good Friday)，若身體狀況許可，請禁食一餐。
4. 今日活動：1:30pm 講道分享。2:00pm: 返台的所見所思的台灣/台北
的點點滴滴:陳明宗。
5. 下主日(3/27) : 1:30pm 講道分享。2:00 pm: 慶祝復活節，有一家一菜
及餘興節目，由明宗兄主持。
6. 3 月 27 日復活節將舉行聖禮典, 有意受洗或轉籍者請洽牧師。
7. 3/21 (一) 1:30pm 在 Vicky 家査經，歡迎兄姊參加。
8. 大紐約區聯誼會訂於 3 月 26 日(六) 2pm 於松園舉行省墓禮拜。
1:50pm 於松園接待所旁相等。
9. 長執會通過關懷 Sharon 奉獻案，支票請開給教會註明 Sharon，三月
底截止。
10. 這一季 Food Bank 三月底截止。

代禱事項：
1. 為台南大地震的復原以及新舊政權的順利交接代禱。
2. 為牧師，長執，同工以及教會所面對的挑戰代禱。
3. 請在每晚 10:32 讀詩篇 103:2-3 來為教會發展以及身、心欠安的兄
姊及親友祈禱。特別為冠傑兄、桂榮兄、Sharon 和陳水扁總統代禱。
4. 請為台灣的轉型正義與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
2016 年教會主題：活出盼望的教會(羅 15:13)

受難週靈修經文
日子
事件
經文參考
禮拜日 眾人沿途鋪棕樹枝，迎接耶 太 21:1-11；可 11:1-10；路
棕樹日 穌騎驢光榮地進入耶路撒
19:29-40；約 12:12-19
冷。
禮拜一 耶穌潔淨聖殿。
太 21:12-13；可 11:15-17；路
訓誨日
19:45-46
在聖殿裡，耶穌的權柄受到 太 21:23-27；可 11:27-33；路
挑戰。
20:1-8
禮拜二 耶穌用比喻來教訓人，與猶 太 21:28-23:36；可 12:1-40；路
辯惑日 太領袖對質。
20:9-47
希臘人求見耶穌。
約 12:20-26
耶穌在橄欖山上講道。
太 24-25 章；可 13 章；路 21:5-38
猶大同意出賣耶穌。
太 26:14-16；可 14:10-11；路
22:3-6
禮拜三 聖經沒有提到耶穌在這天
約翰福音 13 章 21～32 節
退修日 做了些甚麼。
默想與主同桌、同心
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 太 26:26-29；可 14:22-25；路
禮拜四
22:14-20
洗足日 耶穌在樓房裡向門徒說話。 約 13-17 章
聖餐日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祈禱。 太 26:36-46；可 14:32-42；路
22:39-46；約 18:1
耶穌被賣、被捕。
太 26:47-56；可 14:43-52；路
22:47-53；約 18:2-12
猶太和羅馬當局連夜審判
太 26:57-27:2，11-31；可
耶穌。
14:53-15:20；路 22:54-23:25；
約 18:13-19:16
禮拜五 天亮雞啼前，彼得不認耶
太 27:31-56；可 15:20-41；路
受難日 穌。
23:26-49；約 19:17-30
9:00am 耶穌被釘。
可 15:24；路 23:33；約 19:18
12:00-3pm 遍地黑暗。
太 27:45；可 15:33；路 23:44-45
5pm 羅馬兵槍刺耶穌身體。 約 19:31-37
6pm 日落前，亞利馬太的約 太 27:57-60；可 15:42-46；路
瑟領屍。
23:50-54；約 19:38
禮拜六 猶太人守安息日，羅馬軍隊 太 27:62-66
墳墓日 看守墳墓。
禮拜日 耶穌復活。
太 28:1-10；可 16:1-11；路
復活日
24:1-12；約 20:1-18

聖 詩
107首
108首
110首

長島台灣教會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114首
115首

117B

Pastor：Rev. Shi-Yang Lin 林皙陽牧師
118首
132首

網址：www.taiwanesechurch.net
Facebook:www.facebook.com/LongIslandTaiwaneseChurch
Tel：516-659-9661,412-478-8264
akeng@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