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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ude 
Welcome New Friends 
Announcements 
Passing of the Peace                                           Con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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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ing                                                              Congregation 
Prayer* 
Scripture Reading         Luke 19:28-44 
Sermon                  The Coup the Failed    Rev. Jack Longley  
Songs of Response*                                             Prais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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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rise in body or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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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ist Nemo Nemo 

Pianist               

Audio Pei / Jeffrey Pei  

Welcome  Carol 

Scripture  Nemo 

Praise   

聚會時間                                                                                         前週出席 

   
禮拜日
上午 

 
 

9:00 聖歌隊 
(獻詩前練習) 

EC1    - 

9:30 台語主日禱告會 禮拜   - 
10:00 台語主日禮拜 禮拜堂  - 

 守聖餐:台語部 禮拜堂   - 
 守聖餐:英語部  禮拜堂   - 

11:30 青少年主日禮拜 MCL   - 
11:30 英語主日禮拜 副堂   - 
11:00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EC2 
/EC3 

大班 - 
小班 - 
Baby - 

11:55 聖歌隊 EC1   - 
11:45 成人主日學 MCK1   - 
10:30 英文組 

EM Group 
MCK1   - 

禮拜三
下午 

7:30 查經禱告會 MCK1   - 

禮拜四
上午 

10:00 週四查經班 MCK1   - 

禮拜四
下午 

8:00 週四運動之夜 
Sports Night 

Gym   - 

禮拜五
下午 

6:30 迦勒團契 
(晚餐+查經) 
(每月二、三、
四週) 

教會  - 

禮拜六
上午 

10:30 單身姊妹團契 
(每月第二週) 

MCK1   - 

禮拜六
下午 

3:30 同心團契 
(依週報報告事項) 

MCK1  - 

5:30 迦勒團契 
(potluck+分享) 
(每月第一週) 

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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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證道:陳振鴻牧師 

 

今年主題        妳/你來看! (約翰福音 1:46) 

 
序   樂                        司     琴 

宣  召                                 司     會 

聖  詩＊   #164“至聖的神，聽阮祈禱”  會     眾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主 禱 文                             會     眾 

啟應聖經                            司     會 

讚   美                                 聖 歌  隊 

經   文     歷代志下 7:13-14             司    會 

講   道   “聖經中的瘟疫 ”            陳振鴻牧師 

聖  詩     #24“我心讚美至高上帝”     會     眾 

奉   獻                                 會     眾 

禱   告＊                               司     會 

歡迎/報告                         司    會 

聖  詩＊    #341“我今專心迫切祈禱”   會     眾 

祝   禱＊                              陳振鴻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奏  樂                            司     琴 

 

 

 (*):身體狀況可以的話，請起立 



*** 教   會   消   息 *** 
1. 2/26聖灰日(Ash Wednesday)至 4/12復活節(Easter)

前一天期間稱為大齋節期(Lent)，由今日長老教會所
出版的 “成為一個心愛的群體：一趟從馬太福音 25
章到十字架之旅“靈修手冊。已印好放在後面，請大
家一起預備心紀念主耶穌的受難與迎接主耶穌的復
活。 

2.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量，中會來信建議星期日的禮
拜將暫停，本教會決定自 3/22(日)起暫時停止禮拜
聚會，講道的部分會放視頻在教會的網站上。目前預
計 5/10(日)恢復正常禮拜聚會，但會視實際情形來
通知各位。 

3. 新冠狀病毒已經影響到全球健康,美國在第一線抗疫
的醫護人員非常需要更多防護用具,小會決議奉獻
$5000, 經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可以為灣區的醫院募
得一些防護用具.如果兄姐有感動可以寄支票給敎
會，TAPC,在 memo「路加醫療防護」。 

4. 台灣同鄉捐贈 90 個布口罩給我們，至少我們每個人
可以拿到一個，如果需要的請和自己鄰近的長老同工
聯絡領取。 

5. 感謝陳振鴻牧師今天的講道，懇求上帝保守他的身體
及家庭，也祝福他的服事。 

6. 李牧師將於 3/23-4/6 休進修假。 
7. 因為居家避疫延長到 5 月 3號， 4 月 12 日復活節的

錄影禮拜，會加上司會和詩歌盡可能做到的我們禮拜
的程序。 

 

【教育組報告】 

1. 週四查經班，四月開始進入舊約約伯記，本週請同學
預習：事件背景、寫作風格、瞭解劇中人物、成書目
的及主要信息，苦難問題…。 

2. 請踴躍參加抄寫聖經活動。 
3. 有關任何聖經問題請利用教會 

Email:tapc3675@gmail.com。 
 
 

【團契組報告】 
 

1. 每週一東北區團契將會用網路聯繫來聚會 
2. 5/09(六)同心團契 3:30 pm 在 MCK1 舉行。 
3. 5/09(六)單身姊妹團契 10:30 am 在 MCK1 舉行。 

 

本週經文：歷代志下 7:13-14 

題目：聖經中的瘟疫 

 

經文問題:  

主題： 

目標： 

 

應用、行動方案： 

 

 

Scripture：John 12:12-19 

Title：The Coup the Failed   

 

Scriptural Question： 

Theme：   

Goal:  

 

Application & Action plans: 
 

 

 

 

 

 

 

 

 

下週（04/12）預告： 

經文：約翰福音書 20:1-9 

Scripture：John 20:1-9 

題目：輸人不輸陣 

Title：I win 

經文問題：那門徒相信甚麼? 

Scriptural Question：What did the disciple believe? 

詩歌：新聖詩：109、101 

啟應：23 

宣召：56 

***E.M Announcements*** 
1. This year Lent is from 2/26 (Ash Wednesday) to 4/12 (one 

day before Easter), please prepare your heart to remember 
the suffering of Jesus and to receive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our Lord. You can find the study information 

2.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breakout, the letter from the Presbytery of San Jose 
suggested that Sunday service should be suspended. The 
church decided to temporarily suspend the worship service 
from 3/22 (Sun). The video of Sermon will be posted on 
the church's website. At presen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ormal worship party will resume on 5/10 (Sun.), but we 
will inform you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3. New coronavirus has affected global health. U.S. medical 
workers on the front line need more protective gear. Our 
Session passed a resolution to donate $5,000.00 through 
Luk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to 
support hospitals in the Bay Area. You can also participate 
by writing a check to TAPC and remember to indicate “for 
LCMM medical supplies”.  

4. TAFNC donated 90 cloth masks to us. At least one of us 
can get one. If you need it, please contact your nearest 
Elder to get it. 

5. Thanks to Rev. Jack Longley for giving the Sermon today. 
We beg to God to bless him and his family, and also the 
service of Rev. Longley. 

6. Rev. Fred Lee will take study leave from 3/26 to 4/6. 
7. Due to the shelter-in-place order has been extended to  

May 3, the video worship service of Easter on April 12 
will add liturgist and praise songs to try to do as usual. 
 

 

 

 

 

 

＊ 上 週 奉 獻 (Offerings for ) ＊ 
 
 

(支票奉獻請寫「ＴＡＰＣ」。現金奉獻請利用信封並註明姓名。) 

 **“各人隨著內心所酌定的，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樂
意奉獻的人， 

是上帝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7) ** 



 

本 週 靈 修 日 課  04/05/2020 
 
**開始的祈禱： 
 

慈悲上帝，祢讓我們有悔改、親近祢的機會，我

們感謝祢！求祢幫助我們時刻警醒，對別人的苦

難敏感，在時代變動中，聽見祢微聲的提醒。奉

主名禱告，阿們。 

 
**每日經文: 讀經日引進度 
 
日期(Date) 禮拜序 讀經進度 

04 月 06 日 (禮拜一) 馬太福音 22 章 1～46 節 

04 月 07 日 (禮拜二) 馬太福音 23 章 1～24 章 2

節 

04 月 08 日 (禮拜三) 馬太福音 24 章 3～51 節 

04 月 09 日 (禮拜四) 馬太福音 25 章 1～46 節 

04 月 10 日 (禮拜五) 馬太福音 26 章 1～75 節 

04 月 11 日 (禮拜六) 馬太福音 27 章 1～66 節 

04 月 12 日 (禮拜日) 馬太福音 28 章 1～20 節 
 

**代禱：為教會、別人、與自己祈禱 
 

1. 請特別為林美里姊妹乳腺腫瘤治癒，歐秀枝姊，紀哲嘉
眼睛白內障手術恢復，郭昱堯執事眼睛康復，林桂子姊
妹臗骨手術恢復，黃大和執事，石簡麗卿姊妹，彭筱玲
兒子彭愛勝，吳瓊枝女士，王荷香長老娘，許明昭牧
師，韓玉梅姊妹(Ester 的媽媽)與和在病痛中的弟兄姊妹
祈禱，求主看顧醫治他們，賜他們信心與平安，並為處
在困境及身心靈有難處的肢體/家庭禱告。為教會眾肢體
的靈修、讀經生活代禱，求主賜給我們渴慕上帝話語及
親近上帝的心，建立穏固的信仰基礎成為基督精兵。為
教會使命和目標等祈禱，求主帶領教會長遠發展！ 

2. 為兒童事工事奉的兄姊禱告。 願他們從神得著力量和智
慧，使他們能用神所賞賜的恩賜、才華與能力來榮耀神。 

3. 接近 4 千億隻沙漠蝗蟲蹂躪東非、西亞及南亞多國，索馬
里、巴基斯坦等多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蝗蟲入侵造成超
過數百萬畝農地的農作物受破壞，求主憐憫止息災情。 

4. 新型肺炎肆虐全國，全球各地確診個案亦持續增加。求主
使疫情受控，也讓患病的得到醫治。又願各地專家早日找
到醫治的良方，遏止疫症的蔓延。 

 

服事輪值表 

服事輪值表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04/05/2020) (04/12/2020) 
講員 陳振鴻牧師 李昱平牧師 

司   會(台)     許雅正 吳森源 
招   待(台)   
司   獻(台)   
司   琴(台)   
電腦投影(台) Pei / Jeffrey 吳煥昇 

華語翻譯   
兒童讚美                
兒童講道   

主日學大班   
主日學小班   
成人主日學          
午餐事奉   

洗    碗   
值日長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