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謝慶賢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March 15, 2015 
﹌﹌﹌﹌﹋﹌﹋﹌﹋﹌﹌﹋﹌﹌﹌﹌﹌﹋﹌﹌﹌﹌﹌﹌﹌﹌﹌﹌﹌﹌﹌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著注神看主祢的上帝來活。

 眾：著對至聖的救贖主，獻上感謝。

     司：雖然咱曾(bat) 死佇罪中。

 眾：今(tan) 因為上帝的恩典，咱就有永生。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 265 「咱著敬拜主上帝」3X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聖歌隊
  
     "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                    by Keith Christopher                         

                     男聲獨唱  林又堅兄
Solo: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All along my pilgrim journey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In my trials, Lord, walk with me.
When my heart is almost breaking, O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Refrain)

Walk with me everyday.
Walk with me, Jesus, all along the way.

When I am troubled, Lord, walk with me.
When my head is bowed in sorrow, O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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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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阮的上帝啊，阮知阮只不過是土粉。雖然祢賞賜阮一切的需
要，阮猶原愛埋怨。祢的真光照佇世間，阮猶原愛自己行佇黑暗
中。懇求祢赦免阮，幫助阮來信靠祢，所以能通得永生，無致到滅
亡。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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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 3:14-21   (新約：藍: p 106  , 紅p149 , 棕p14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耶穌，祢在說甚?(三)」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27「上帝將祂獨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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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4「我欣慕真理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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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齋期第四主日）

題目：耶穌，祢在說甚?(三) 講師：黃景彬牧師
經文：約翰 3:1421 日期 :  3/ 15/2015

今天我們讀的經節裡，有一節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約

翰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不只是基督徒對這一節很熟，許多非基督徒對這
一經節也很熟。尤其是在美國，很多時候去看一場職業球賽，會看到

球迷將John 3:16寫在海報上。幾年前，如果去看一位美國橄欖球員

Tim Tebow打球的話，現場很多球迷會這麼做。現在呢? 去看林書豪打

籃球，一樣，也會有人這樣做。為什麼? 因為這兩位球員，都是很虔誠
的基督徒。

雖然我們對3:16 非常的熟，可是這一段經節的整體意義不只是

3:16而已，是非常長的。今天我們不只是讀第16節，我們是從14節
讀到21節。請問，大家還記得這段經節是對誰說的？這段經節是對尼
哥底母說的，這其實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小時候在主日學通常學的、

背的，就是3:16節，可是這節的精華，其實是在14-15，18-21節。大

家還記得14-15節說什麼嗎? 或是18-21節說什麼嗎? 我們記得的，通

常只有3:16而已。 可是，這段經節整體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不只
這樣，當我們讀這兩段經節的時候，很有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幾

個禮拜的講道題目， “耶穌，你在說甚?”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應呢? 我們
好好的來看看。

 3:14-15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
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裡面得永生〕。

這段經節，約翰取自民數記21:4-9 。在那時候， “以色列人從
何珥山起行、往紅海那條路走、要繞過以東地．百姓因這路難行、心
中甚是煩躁．就怨嘆　神和摩西、說：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
來、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沒有水、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
的食物。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以色列人中
死了許多。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怨嘆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
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耶和華對摩
西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
活。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

就活了。”

我們讀這段經節的時候，可能會懷疑。為什麼耶和華會差火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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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百性中間，咬百姓，讓他們死很多人，然後叫摩西用銅，製造一

條火蛇，挂在杆子上．叫百姓望這條蛇，讓他們得救? 這是什麼意思。

當耶穌用這段經節來引入3:16，這是什麼意思呢? 耶穌你在說甚?

 3: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 　神
獨生子的名。

這段經節，當我們讀的時候，會感覺沒有什麼。但是，這是會

引起許多爭論的一段經節，尤其是3:16的第一句話， “神愛世人” 可
能會有對比的現象。有沒有注意到。信耶穌的人，不被定罪。但不信
的人，罪已經定了。疑問就是，這些不信之人，是否早就被定為不信

之人? 已經被揀選出來，是不信之人? 那這些人，不管怎樣，就一定沒

有生命的希望了? 耶穌，你在說甚?

 3:19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
們的罪就是在此。

            我不知道當兄弟姐妹讀這經節時的反應是如何，但是我常有的

反應就是，我真是耶穌說的這樣嗎? 我真是不愛光，倒愛黑暗嗎? 耶
穌，你在說甚? 我想不出有另外那一句話耶穌可以對人類說的比這句話

還苛刻的。耶穌說，世人不愛光，倒愛黑暗，真的是如此嗎? 耶穌，你

在說甚?

 一，真的是如此，人類真的不愛光，倒愛黑暗。歷史證明的。

二，所以我們一定要信。信 > 相信。信 = 服從。服從 = 相信

+行動。所以不服從 = 罪已經定了。

三，雖然我們想要服從，但是還是會走歪。有時候會被蛇咬。
但是，這個經驗，同樣的蛇，經過神的手，會成為我們復活所
需要的。十字架也是如此。

消息報告：
1 今天是大齋節的第四主日，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姐，會後請到二

樓交誼與享用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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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天成人主日學，本堂黃牧師主講 "Sermon Q&A–講道座談"。
下週因同工會，沒有成人主日學。

3 白話字  (羅馬文) 研習會，11:30am~12:30pm，地點在地下室
Room #1，由張文旭長老負責教學。

4 本會邀請蕭俊良教授於03/28(六) ，10 am - 3 pm，在Fellowship 
Hall主講[約伯記]，講題為 "When good people suffer -- the book 
of Job as literature and Theology"，以英文講授，一切免費，請踴
躍參加。為便於統計午餐人數， 請在03/25之前向蓓蓉、繼義

或英才報名。
5 4/3(五)是耶穌受難節。今年，教會鼓勵所有的團契與分區查經

分別在會友家中紀念。黃牧師將會提供大約45分鐘的紀念禮拜

材料。希望各區安排、準備場所。
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慶祝宣教150 週年，感恩禮拜將定於2015年

4月5日（復活節主日）上午10時在林口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

育館舉行，歡迎報名參加。
7 家庭團契將於3/21(六 ) 11:00am-2:00pm 在教會二樓聚會。由

何德淵教授主講“擁抱柯P的明天 : 談亞斯伯格症”。  以POT 
LUCK方式聚餐，歡迎大家來參加.

8 3/21 中午 12:30 ，Hilok聚會，攻麗姊將主持音樂教學。

小會公告：
    1、今天下午，成人主日學後，將召開小會，請小會會員參加。
    2、本會將於3/22舉行長執同工會，2:45pm 開始，請同工出席。
    3、本會將於復活節4/5舉行洗禮、堅信禮與轉籍，有意願的，請

向黃牧師或小會書記楊英才長老報名。學道班將於3/28與4/4舉
行。

教界消息：

      1、4/11 New Brunswick 中會婦女會春季聚會將於9:30 am - 2 pm 在 
Trenton 的Westminter Presbyterian Church 舉行。除了Business Meeting, 
主題是聯合國與婦女宣教的議題，很難得的 機會。詳細請看佈告欄或
洽淑玲，報名費$5。
       2、5月11-13 NTPC 牧長研習會在Austin 舉行。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Austin NW Arboretum， 10711 North
Research Blvd.  Austin, Texas，主題：創世記中的男女族長，
13-15教會事工分享，主題：教會翻轉。

       3、NTPW年會5月13-15日加入NTPC的Program 在同一地址舉

辦，有意參加者，請洽淑玲長老。
       4、6/18-21 PW (全美長老會婦女聯合會) 將在Minneapolis, 

Minnesota舉行三年一次的大會， New Brunswick PW與 
NTPW 將贊助，有意參加者請看佈告欄或洽淑玲。

肢體交通：       
1 代禱肢體：Darren Ochs、陳明倫、陳繼昌、陳東亮、黃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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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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廖秀美、洪長煌、阮景星、

許寬良。

2 何绣惠女士(Cindy) 的二姊何秋芳女士，2/26因中風去逝於台
灣，享年63，願上帝的安慰與Cindy 及她二姊的遺族同在。伯炘
兄與绣惠姊將於近期回台，求主照顧他們旅途平安。

生活充實俱樂部：   
3/18   何德淵教授：  Control cancer without killing it? New 
Generation     Cancer Immunotherapy (癌症免疫療法) 。
3/25  林淑麗女士， "Memoir of a Rebel-Eddie Huang's American  

   Journey" 。
上週出席與奉獻 (3/8/2015)

台語部 英語部

出   席 96 23

奉   獻 $5,262.00 $306.05
感恩

$500.00

聖工分配 
本　　　週
(3 /15/2015)

下　　  週
(3/22/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謝慶賢 蔡申怡

報      告 謝慶賢 蔡申怡

值 日 長 執 陳美雲   蘇添貴 陳美雲   蘇添貴

來      賓 吳愻志 吳愻志

司      獻 邱瀚賢  劉麗玲
莊志維  蘇添貴

邱瀚賢  劉麗玲
莊志維  蘇添貴

招 待 家 庭 陳毓盛  李昭瑩 陳毓盛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廖愛信  孫淑真 廖愛信  孫淑真

育      嬰 Sonya Agatha
茶      點 陳慧芬 洪潔君

整      理 林繼義  孫永恩   林又堅   羅浚哲

教會行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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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3/15
主  理
3/22 地    點

日
3/15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林繼義 吳曼麗 Chapel

日
3/15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3/15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黃景彬 同工會 Fellowship Hall

日
3/15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3/15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3/15 TKC 2:45pm-
5pm 查經 movie Basement

Room 1
日

3/15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3/19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3/19
吳曼麗
約翰二書

3/26
孫淑真
約翰三書

Board
Room

五
3/20

分區

查經

地區

Princeton

Coast area

Bridgewater/
Warren

主理

 李梓義

 謝慶賢

 魏淑玲

內容

彼前
3:8-4:1
彼前

3:8-4:1
彼前

3:8-4:1

地點

崇仁與聖珍家
609-430-0362
慶賢與文秀家
732-780-8608
文義與淑玲家
908-575-1912

每日讀經 ( 3/153/21/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3/15 約翰 3:14-21 相信和眼見的關係是甚麼?
3/16 以弗所 2:1-10 你曾怎樣經歷過如同這經文所描述的恩

典呢?3/17 詩篇 107:1-2 , 17-
22

你如何從這詩篇學到有關上帝的個性?
3/18 民數記 21:4-9 這故事裡教導甚麼關於“醫治”的信息?
3/19 傳道書 11:1-6 這經文告訴我們甚麼有關上帝的事?
3/20 雅各書 5:13-20 甚麼是信實的禱告?
3/21 你的選擇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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