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Order  Of  Worship 

2014年4月13日上午11時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 會眾 
序樂 Prelude………………………………………………….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司會 
讚美(聖詩) Hymn:台 106首...........…………..……..………….....眾立 
祈禱 Prayer   ……………….…….…………….…....…....眾立 
主禱文 Lord’s Prayer  …………….…….…………….……...眾立 
平安禮 Ritual of Fellowship  …………….…….........................會眾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23 (詩篇 118)......…....................會眾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福音27:11-54..…..............  司會  
獻詩 Choir: 台458首…………………………………..…..詩班  
講道 Sermon: 棕樹枝革命  ………….…….....….. 林皙陽牧師 
回應詩 Hymn: 台 110首...........................……........................ 眾立 
奉獻 Offertory 台306B (4th) ………......……............….… 會眾 
本週金句 Bible Verse：羅馬書8:18...…… ............……...…....…會眾 

照我所想，現在咱所 teh受的苦難，kap 即欲(teh-boeh)
對咱顯明的榮耀攏 比得。 
I consider that our present sufferings are not worth 
comparing with the glory that will be revealed in us. 

報告及介紹 Announcements and Welcome  …......….…...…..   司會 
頌榮 Hymn 台 506首.... .. ........... ........…..……....…...…..  眾立 
祝禱 Benediction …......……………......…....….…. 林皙陽牧師 
殿樂 Postlude    ....................……..........…………...………. 司琴 

 

今日講道內容摘要 (Abstract of Today’s Message): 棕樹枝革命 

彼拉多問：「你是猶太人的王嗎？」以前，耶穌曾多次命令蒙醫治的人、

門徒、甚至魔鬼不准張揚祂的身分。只有在這一天，當祂被審判、遭棄絕，

看起來最荒謬的時刻，祂承認了祂的身分，卻引來所有人的辱罵嘲弄。卡

爾·巴斯(Karl Barth)說：「他一直等到會演變為成立一個宗教的危險終於過

去了的時刻，才承認他是彌賽亞。」後來因著神的大能，透過耶穌的復活，

門徒們終於膫解上帝自己選擇了最軟弱的方式，這種覺醒改變了歷史，使

耶穌從眾人踐踏中被高舉，在破碎中被堅立，成了新國度的奠基石！這就

是棕樹枝革命，祂的傷痕醫治了人類失喪的靈魂，實現了上帝的救贖大業。 

 
  

    

主日服事 本主日4/13 下主日4/20 上週出席奉獻 

證 道 林皙陽牧師 林珊宇牧師 禮拜:成人：36人， 小孩 1 
主日奉獻 $；$1,647  
Lunch: $160 
Dr. Chen Memorial Fund $ 500 
In memory of Yuli Chang::$110 
禮拜二, 五6:30 pm 乒乓球 
禮拜日10:20-40am 祈禱會

10:40-50; 12-12:30聖歌練 
2:00pm 查經、乒乓球及活動 

司 會 陳秀名 黃瑞鳳 
司 琴 黃婷玉 蘇秋莉 

招待/整理 蕭桂榮/李桔 凌旭勢/楊智惠 

愛 餐 楊智惠 一家一菜 

敬拜讚美 陳哲卿 張富雄 

獻詩 台458首 給我造清潔的

心,主啊！ 

報告及介紹：    
1. 歡迎/介紹新來的朋友，禮拜後請留下來午餐、交誼及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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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活動： 1:30 pm講道回應。2pm：最後晚餐/楊士宏，3:30pm: 電
影欣賞/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4. 4月18日(五)是受難日(Good Friday)，若身體狀況許可，請禁食一餐。 

5. 4月20日復活節將舉辦聖禮典, 有意受洗者請和牧師接洽。 

6. 下主日(4/20) 活動：  1:30 PM 講道回應。2:00PM 慶祝復活節，有一

家一菜及餘興節目，由桂榮兄與陽明兄主持。 

7. 大紐約區聯誼會訂於 4月 19 日(六)2pm於松園舉行省墓禮拜。 

代禱事項：  
1. 請為台灣太陽花學運能繼續遍地開花代禱。也為台灣能邁向真正的

理性、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國家代禱。 

2. 請大家在每晚10:32讀詩篇103:2-3來為教會的發展以及身、心、靈欠

安的兄姊及親友祈禱。特別為冠傑兄、Jean Ling、李美連牧師娘、 洪
傳雄兄、以及陳水扁總統代禱。 

3. 為台灣及世界的公義、和平代禱！特別為烏克蘭的局勢代禱。 

 --------------------------------------------------- 
2014年教會主題：同心起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4:16) 

 



 

受難週靈修經文 

日子 事件 經文參考 聖 詩 

禮拜日 
棕樹日 

眾人沿途鋪棕樹枝，迎接耶穌

騎驢光榮地進入耶路撒冷。 
太21:1-11；可11:1-10；路

19:29-40；約12:12-19 
107首 

禮拜一 
訓誨日 

耶穌潔淨聖殿。 太21:12-13；可11:15-17；路

19:45-46 
108首 

禮拜二 
辯惑日 

在聖殿裡，耶穌的權柄受到挑

戰。 
太21:23-27；可11:27-33；路

20:1-8 
110首 

耶穌用比喻來教訓人，與猶太

領袖對質。 
太21:28-23:36；可12:1-40；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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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修日 

聖經沒有提到耶穌在這天做

了些甚麼。 
約翰福音13章21～32節 

默想與主同桌、同心 
114首 

禮拜四 
洗足日 
聖餐日 

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 太26:26-29；可14:22-25；路

22:14-20 
115首 

耶穌在樓房裡向門徒說話。 約13-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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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 
受難日 

猶太和羅馬當局連夜審判耶

穌。 
太26:57-27:2，11-31；可

14:53-15:20；路22:54-23:25；

約18:13-19:16 

117B 首 

天亮雞啼前，彼得不認耶穌。 太27:31-56；可15:20-41；路

23:26-49；約19:17-30 
9:00am 耶穌被釘。 
12:00-3pm 遍地黑暗。 
5pm 前羅馬兵槍刺耶穌身體。 

6pm 日落前，亞利馬太的約瑟

領屍。 

可15:24；路23:33；約19:18 
太27:45；可15:33；路23:44-45 

約19:31-37 
太27:57-60；可15:42-46；路

23:50-54；約19:38 
禮拜六 
墳墓日 

猶太人守安息日，羅馬軍隊看

守墳墓。 
太27:62-66 118首 

禮拜日 
復活日 

耶穌復活。 太28:1-10；可16:1-11；路

24:1-12；約20:1-18 
132首 

 


	Bible Verse：羅馬書8:18...…… ............……...…....…會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