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與洗禮程序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and Baptism Service
司會：陳蓓蓉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January18,  2015 
﹌﹌﹌﹌﹋﹌﹋﹌﹋﹌﹌﹋﹌﹌﹌﹌﹌﹋﹌﹌﹌﹌﹌﹌﹌﹌﹌﹌﹌﹌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主上帝呼叫咱的名。

    眾：親像撒母耳，咱應講，我佇遮！

     司：主上帝呼召咱來隨祂，

              眾：親像腓力與拿但業，咱起來隨祂行。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  272「阮愛上帝聖殿」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  God of Grace」
                                　　     聖歌隊

God of grace, amazing wonder, irresistible and free.
O the miracle of mercy, Jesus reaches down to me.
God of grace, I stand in wonder as my God restores my soul.
His own blood has paid my ransom, awesome cost to make me whole.
God of grace, who loved and knew me long before the world began;
Sent  my Savior down from heaven perfect God and perfect man.
God of grace, I trust in Jesus, Im accepted as His own.
Everyday His grace sustains me as I lean on Him alon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God of grace, I stand astounded, cleansed, forgiven and secure.
All my fears are now confounded, and my hope is ever sure.
(Refrain)
God of grace, now crowned in glory where one day I'll see Your face.
And forever I'll adore You in Your everlasting grace.
When we've been t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d first begun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Grace, grace, amazing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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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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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萬物的主上帝，阮承認阮是充滿缺點與罪的人。祢用慈悲溫
柔的聲來對阮講話，總是阮卻未認得祢的聲。祢知阮的心思與所
做，總是阮假做呣識祢 。充滿恩典的主啊，懇求祢赦免阮，幫助
阮注神佇祢所講的真理，來跟隨祢所行信實的道路，通用阮的生
命來榮光祢的聖尊名，奉主耶穌的聖名懇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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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詮釋主道 (Interpreting the Word)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約書亞1:1-9  (舊約：藍: p 231   , 紅p 249, 棕p 24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剛強壯膽」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438「阮犁田撒好種耔」

洗     禮 (Baptise)                                                            黃景彬牧師

       受洗者       林祈宏
阮用喜樂感謝的心，歡迎你加入基督的教會，與阮相與有份在祂
的疼內面。

認信獻身 (Affirming our Faith and Dedication)                  
   奉獻 (Offering) 
   奉獻詩*（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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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分享 (Caring and Sharing)

 報告與介紹 (Announcements) 
 代禱 (Prayer of Inter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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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見證 (Entering the World to Witness)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541「將疼傳出去」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 643 
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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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證道]
題目：剛強壯膽                                                     講師：黃景彬牧師
經文： 約書亞1:19    日期：1/18/2015

人的害怕是否沒有界限? 表面看起來，我們好像對所有
事情都會怕。我們會怕自己，很多時候對自己的決定，行為
感覺到驚訝，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會做出這些事情。我們會怕別
人。我們會怕將來，也會對過去的事情擔憂。我們擔心每天的
生活，活著的時候會害怕，我們也會怕死。

所以每一個人，甚至於基督徒，我們都一定要面對畏
懼。保羅也不例外。保羅是一個很有信心的基督徒，可是有一
次他要到馬其頓的時候，他也有喪氣，懼怕。他在哥林多後書

寫著， “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
外有爭戰，內有懼怕。保羅也會怕，我們人都會怕，會怕做錯
事，會怕生命沒有意義，會怕孤單.........

所以今天我們所讀的經節裡，耶和華在鼓勵約書亞，因
為自從摩西去世了以後，約書亞就需要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

地。你想他會不會怕。當然會。所以神一直說一句話， “你當

剛強壯膽”。  神不只說了一次而已，說了三次。每一次，都
有神的用意。今年，我們教會以 剛強壯膽，承受主業，這段約
書亞記的經節為主題。

一，耶和華在 1:6 對約書亞說， “你當剛強壯膽．
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
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在這裡，耶和華明白，約書亞的第一個懼怕是怕他所要
做的，可能沒有意義，不重要。耶和華就對他說，你要做的，
是讓這些百姓記得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時的應允，賜給他們
的迦南地。

我們人也是一樣，有許多時候，在私人生活或是在教會
生活，努力，最怕的，最擔心的，就是我們在做的，沒有意
義。當父母的會這樣想，工作上也會，教會服務也會，耶和華

對我們說， “你當剛強壯膽。”

二，耶和華在 1:7 對約書亞說， “只要剛強、大大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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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為什麼耶和華會這樣的勉勵約書亞，會用摩西所吩咐的
律法來勉勵約書亞，因為祂知道，人都會怕做錯事。人做事，
都須要指南針，須要方向。約書亞也不例外。所以約書亞的指
南針就是摩西所吩咐的律法。

我們現在的律法是什麼，就是聖經。我們應當以聖經
成為我們生命的指南針，導航。但是，為什麼神會說，是摩西
所吩咐的律法。律法不是神的嗎? 其中有祂的意義。摩西也是
人，神會透過人來分析祂的旨意。神給我們生活上的經驗，理
性，與傳統來補充神的話語，來補充聖經的話語，我們應當
用。當我們會怕走錯路，做錯事的時候，如果我們謹守遵行聖
經的話語，應用傳統，理性，經驗，我們就會剛強壯膽的做神
的工作。

三，耶和華在 1:9 吩咐約書亞， “你當剛強壯膽．不
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

你的  神 必與你同在。”

最後，我們人最會怕的就是怕孤單，沒有人理我們。約
書亞要做的，會使他感覺到孤單。一樣，我們要做神的工作
的時候，我們要傳答神的話給神的子女的時候，也會感覺到孤

單。所以耶和華才會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 必與你同
在。”

結尾: 今年，我們自己要為神做什麼事情? 我們教會需要為
神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做這一些事的時候，會怕什麼? 我們應當在 
約書亞記 1:1-9 學習到什麼?

回應：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姐，會後請上樓交誼並享用茶點。
2 成人主日學：何德淵執事主講"Printing your own medicine"。

下週因為年度會員大會沒有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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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分區查經將查考彼得前後書與約翰三書。
4 感謝所有繳交2014報告與2015計劃的兄姊，因為您們的努

力，讓和會手冊得以順利出版。謝謝!
5 1/24 (六) 11:30am-3:00pm 家庭團契聚會，地點：教會二樓，

內容：包水餃，Christine Su 演講：如何舒緩頸部、肩部、腰

部疼痛和討論：從陳佩琪臉書談夫妻相處。歡迎參加。
6 1/31（六）HILOK將於二樓交誼廳舉辦活動，請會員參加。 
7 TKC 與 HILOK預定於二月中舉辦白話文研習會，有興趣者

請找雅清姊報名。詳情另外公佈。
8 感謝洪長煌兄(Agatha and Cathy的父親)，從台灣寄來八本書

贈送本會，書名: 那Teh退色的台灣俗語話，作者：李南衡。

若有興趣，請向文秀姊索取。贈完為止。
9 若有男士誤穿了別人的短大衣，煩請到辦公室交換。謝謝。

10 今年婦女會在節日時試辦主日獻花，每次認獻金額為

$50.00欲認獻者請於公佈欄的登記表上簽名。 已登記的兄
姐，請速將獻花金額交給婦女會。支票請註明婦女會主日獻
花。謝謝

小會公告：

1、今天小會決定為林祈宏(Chi-Hung Lin) 洗禮，他將於一月
25日前回台。

2、一月二十五(下主日)，本會將舉行年度會員大會，將在餐點時

間結束後立即舉行，請會員撥出時間參加。

3、上主日舉行 2015長執同工就任式：2015 New Elders, Deacons:
       長老 /Elder：

              **Darren Ochs，黃晉文 (Allen Hwang) (Both 2017)
             執事 / Deacon： 
                           邱瀚賢(2015) ， 梁慶弘( 2016)， 
                           許史青(Sonya)，**陳叔承，**劉麗玲 
                            **洪潔君(Agatha)（all 2017)

                                                 **需封立 (to be ordained)
               會長(Fellowship Leaders)：               

 家庭團契 　張文傑              婦女查經班    陳玫麗
HILOK     許史青/ Sonya     婦女團契   李昭瑩/Margaret 
聖歌隊長   林又堅                TKC       孫永恩

             
 區長 Reagional Leaders： 
              Coast Area  劉怡和              Princeton    楊純貞
                     Edison  陳毓盛              Brunswick     何德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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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sor  蘇英世         Bridgewater/warren     魏淑玲

肢體交通：
1 代禱肢體：Darren Ochs、陳明倫、陳繼昌、陳東亮、陳

看、黃俊彥、謝宏毅、柯顯明、吳銀濤、翁明顯、Keene 
Benson、林美智、林睦子、李陳璞玉、彭珮君、蕭麗珠、王

廖秀美、許寬良、洪長煌、阮景星。
2 王清貞醫師與芝惠姊感謝兄姊的代禱，王醫師進步很多。

生活充實俱樂部：   
      1/21  永遠的0;        1/28  王輝明醫師：如何能吃得高枕無憂     

社區消息：

        1、2/14 (六)11am-3pm， 同鄉會年會在Rutgers Bush學生中心
 604 Bartholomew Road, Piscataway，會員$25，非會員 $35，
學生與小孩$13。報名請找張文旭長老或吳建勳執事。

上週出席與奉獻 (1/11/2015):
台英聯合禮拜

出   席 120
奉   獻 $3,503.00

聖工分配： 
本　　　週
(1/18/2015)

下　　  週
(1/25/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陳蓓蓉 陳蓓蓉

報      告                陳蓓蓉                陳蓓蓉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梁慶弘 楊英才/梁慶弘

來      賓 張文傑 張文傑

司      獻 梁慶弘   賴文義
陳叔承   邱瀚賢

梁慶弘   賴文義
陳叔承   邱瀚賢

招 待 家 庭 莊忠揚   許史青 莊忠揚   許史青

清 點 奉 獻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育      嬰 Sonya Agatha
茶      點 張頌惠 何綉惠

整      理 劉斌碩   張文傑 林又堅   EM

  教會行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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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18
主  理
1/25 地    點

日
1/18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張文旭 楊英才 Chapel

日
1/8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1/8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何德淵 會員大會

Fellowship
Hall

日
1/8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1/8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1/8 TKC 2:45pm-

5pm 讀書分享 會員大會
Basement
Room 1

日
1/8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會員大會

Handbell 
Room

四
1/22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吳曼麗
I John 1:1-

2:6

黃文秀
I John 

2:7-3:10
Board
Room

五
1/23

分區
查經

地區
Bridgewater/

Warren
Coast Area

主理
白建信

林主中

內容
彼前1:1-12

彼前1:1-12

地  點
建信與申怡家
908-685-5919
怡和與秀美家
732-922-9689

 
每日讀經 (1/181/24/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18 約翰1:35-42
如果我們探討耶穌的故事，會對我們有

甚麼影響?

1/19 林前7:29-31 這經節裏可學到對時間的了解(認識)，
是什麼?

1/20 詩篇 62:6-12 人與上帝間的故事是什麼?
1/21 約拿書 3:1-5, 10 你從這篇故事中對上帝有甚麼認知?
1/22 以賽亞55: 10-13 上帝的話如何使你重新得力?

1/23 列王紀上
19:9-18   你從哪裡或如何聽到上帝的聲音?

1/24 Your Choice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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