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陳美雲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April 12, 2015 
﹌﹌﹌﹌﹋﹌﹋﹌﹋﹌﹌﹋﹌﹌﹌﹌﹌﹋﹌﹌﹌﹌﹌﹌﹌﹌﹌﹌﹌﹌﹌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上帝的平安與咱佇喲。

 眾：耶穌基督惦(diam) 佇咱中間。

     司：對聖靈的大權能，

 眾：咱已經看見耶穌復活。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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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68「兄弟姊妹歡喜進入聖殿」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陳美雲長老

讚美 (Praise)                      聖歌隊
Tell It to The Nations                                       by Keith Christopher

We've a story to tell to the nations.
that will turn their hearts to the right;
A story of truth and mercy, a story of peace and light.
For the darkness shall turn to dawning.
And the dawning to noonday bright.
Christ's great kingdom will come to earth.
The kingdom of love and light.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of unseen things above.
Of Jesus and His glory, of Jesus and His love.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because I know it's true.
It satisfies my longings as nothing else can do.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this will be my theme in glory.
To tell the old, old story of Jesus and His love.

There's a call comes ringing over the restless wave.
"Send the light! Send the light!"
There are souls to rescue, there are souls to save.
Send the light, send the light.
Send the light, the blessed gospel light.
Let us shine from shore to shore!
Send the light, the blessed gospel light;
Let it shine, forever more. Foreve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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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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盼望對祢來，喜樂也對祢來。阮承認，阮的心內無平安。
阮講阮無罪，總是祢知阮的心思意念。雖然祢惦佇阮中間，阮還

(iau)是講，阮無看著祢。恩典的上帝，懇求祢赦免阮，用祢的聖靈

來充滿阮，從(tiu)罪與懷疑中來釋(tau) 放阮，使阮有從(tiu)祢來的平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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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19-31 (新約：藍: p 131    , 紅p 181 , 棕p 181)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黃景彬牧師

「實際的信仰」

聖詩*  (Hymn Singing) 會眾
新聖詩 # 173「懇求永活主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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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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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新聖詩  # 560「施恩上帝，榮光上帝」   (1, 3-5)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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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本週證道 ]    
題目：實際的信仰 講師：黃景彬牧師

經文：約翰 二十: 1931 日期：4/12/2015

兄弟姊妹，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我大學的學位是電機。所以
我對科學、數學是特別有興趣。工程師的特點就是，如果碰到困難，

就想去解決這一個困難。所以如果有一 個問題須要解決，找一位工程

師，他就會很樂意幫你解決。從這方面來講，工程師是很好。工程師
也會追求有效率的答案。如今，雖然我不是做工程的，但是，我有許

多工程師的朋友，經常跟我通email。有一天，其中一位朋友，送給我
一封很有趣的故事，指出工程師的優點，有效率的解決問題。這個故

事的名字叫做， “看看，你就知道。”
有六位同事一起參加一個Conference。其中有三位是會計師，

另外三位是工程師。他們是搭火車去這個Conference的。三位會計師
就買了三張車票，就準備上火車。他們發覺到這三位工程師，總共只

買一張車票。他們就懷疑的問說， “三個人怎麼只買一張車票?” 一位

工程師就笑著說，“看看，你就知道。”
上了火車之後，三位會計師就坐下來。他們看到那三位工程

師，沒坐下來。三位工程師就一起跑到火車的廁所，三人就擠進那間
廁所，就把門關起來。火車就開始跑了。不久，火車長就來收票，他

就在這間廁所外敲門，說， "收票了!” ，之後，門就打開一小縫，一隻
手就伸出來，把一張票給這位火車長。火車長收票以後，沒說什麼就
到別的地方收票去了。

三位會計師看了以後，就覺得這方法不錯。從Conference回家
的時候，就用這方法，只買一張票就上火車了。看到三位工程師的同

事，竟然都沒買票。他們就更懷疑的說， “沒買票怎麼能坐火車?” 一
位工程師就笑著說，“看看，你就知道。”

上了火車之後，三位會計師就擠進一間廁所。三位工程師就
一起跑到那間廁所旁邊的另外一間廁所，三人就擠進去，也把門關起
來。火車就開始跑了。不久，一位工程師就從他們的廁所出來，這一
位工程師走到三位會計師擠進去的那一間廁所門外，他就在這間廁所

外敲門，說， "收票了!” 如果在場有會計師，請不要介意。這一個故事

的名字就是，“看看，你就知道。”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節，也可以用“看看，你就知道” 當這經節

的主題。多馬，這位門徒成為很有名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段經節。如

果我問你們，用兩個字來形容猶大，我想兄弟姐妹會說「背叛」。用

兩個字來形容彼得，我想兄弟姐妹會說「磐石」。如果我問你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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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字來形容多馬，我想兄弟姐妹會說「疑問」。疑問多馬，通常我

們都會這樣稱呼他，不是嗎?
不知兄弟姊妹是否有注意到，馬太、馬可與路加三本福音書，

都沒有記載多馬這一個門徒。只有約翰有提到這一位門徒。有提到多

馬的經節，也不算多。可是，這一位疑問多馬，約翰十一章也有提到

他。這段經節是講到拉撒路，患病，然後去世的故事。兄弟姊妹可能
會有點驚訝他在那裏做了甚麼？

12節: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馬利亞和她
姊姊馬大的村莊。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腳
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6-8節: 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然後對門徒
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
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裡去嗎？」

      在這裡，我們看到，猶太人在那時候，對耶穌以及他的門徒是
懷著敵意。如果看到耶穌，很有可能會拿石頭打他們。因此門徒
們怕了，想勸耶穌不要去。

16節: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我們也去和他
同死吧。」

      你是否有看到，疑問多馬，在那時候，盡然要勸其他的門徒一

起跟耶穌到猶太去，跟他同死。為什麼多馬的名聲是一位疑問多多的
門徒，而不是在11:16裡記載的一位，勇敢、信心滿滿，願與耶穌同

生共死的門徒呢?

      不只這樣，不知兄弟姊妹有否注意到，今天讀的經節裡，多馬
有說一句很特別的話，就是在28節。當多馬看到、摸到耶穌的手之
後，多馬的回應是，“我的主，我的神!”這句回應是非常的特別。
有人會稱呼耶穌為拉比，老師，或者是彌賽亞，或者是我的主。可是
在這裡，是在福音書裡，唯一的一個地方，耶穌的神性毫不含糊的被
指認出來。耶穌的神性，不是被形容出來，是被叫出來的。多馬稱呼
耶穌為，我的神! 為什麼多馬的名聲是一位疑問多多的門徒，而不是
一位有眼力，有智慧看出耶穌本性的門徒呢?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緊緊抓住多馬的疑問故事，而不把他想像為
一位很有信心，很勇敢的門徒? 我想原因可能就是，如果多馬，一位
與耶穌基督一起生活，相處的門徒可以有疑問，那我們在兩千年後，
在這一個時代當耶穌基督的門徒的我們，也就具有許可能對我們的信
仰，對耶穌基督，聖靈的工作，有疑問。其實，我們不需要緊緊抓住
多馬的疑問才知道神允許我們對我們的信仰有疑問，如果我們仔細看
這段經節的話，耶穌基督知道我們一定會有疑問的，而且會幫我們從
我們的疑問中解脫。如何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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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穌基督不等我們自己去尋找到答案，他會在我們迷失，疑
問的時候，來尋找我們。

二，耶穌基督會用一個我們想不到的，認不出來的辦法讓我們從
我們的迷失中解脫。

三，實際的信仰，是有疑問、有思考，是經過掙扎後的信仰。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會後請到二樓交誼與享用茶點。
2 今 天 成 人 主 日 學 邀 請 兄 姊 分 享 ： 懷 念 故 人 的 事 略 。                       

下週由柯啟明兄分享：感恩的人生觀。
3 感謝婦女會長李昭瑩姊上週準備紅蛋，並感謝史青姊與雅清姊

的籌備，讓小孩子們有個極有意義的復活節。
4 本會將於4/19舉行懷念祖先與過往親友的特別追思主日禮拜，

方式與去年大致相同，歡迎參加。若當天無法來，也可以在今
天先到辦公室填寫所要紀念的故人名單。

5 一年一度的PW 生日捐獻已開始，一歲25Cents，請多多支持。
6 5/11春季大掃除，需要你來參加，教會有準備Pizza供午餐。
7 家庭團契於4/25 舉辦觀教堂、賞櫻花、吃野菜等活動。10am 

at Cathedral Basilica (89 Ridge Street, Newark), 11:00am at Branch 
Brook Park, 1:00pm at Iberia Restaurant (82 Ferry Street, Newark)

小會公告：

   1、上週復活節，本會舉行聖餐並接受：
小兒洗禮：Zafer Lee Garan

（李梓義與王雅雅的孫兒Son of Drs. Julie & Reshad Garan)
轉籍：潘瑋薇，林秀芬。

教界消息：

       1、PCNB 地主教會將於本日使用二樓到2:30pm，本會兄姊請留在 
             一 樓。5pm 他們將在教堂內舉辦募款音樂會，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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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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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

肢體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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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又堅兄的大姊林睦子女士於4/2晨，蒙主恩召，逝世於加
州。將於4/18下午在Pacific View Memorial Park,  Corona Del 
Mar舉行告別式，願主安慰遺族，並照顧奔喪的家族平安。

2 吳建勳執事的母親於4/4逝世於台灣，告別式將於4/25舉行。
3 劉瑞仁牧師(現居加拿大)，最近發現有喉癌，請為他的治療與

康復代禱。

生活充實俱樂部：   

4/15/2015  王价民主持: 當前台灣政治社會熱點新聞的分享和討論 
       4/22/2015  郊遊Visit Branch Brook Park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4/29/2015  觀賞紀錄片: 青春啦啦隊  

 上週出席與奉獻 (4/5/2015)

台英聯合禮拜

出   席 175

奉   獻 $5,245.29 感恩
$300.00

PW 生日
59.50

聖工分配 

本　　　週
(4/12/2015)

下　　  週
(4/19/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陳美雲  陳美雲  
報      告 陳美雲  陳美雲  

值 日 長 執 黃晉文  賴文義 黃晉文  賴文義

來      賓                張文傑                張文傑

司      獻 賴文義   陳叔承
梁慶弘    許史青

賴文義   陳叔承
梁慶弘    許史青

招 待 家 庭 梁璋琦   陳美玲 梁璋琦   陳美玲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Wilson Young 吳秀仁  Wilson Young
育      嬰 Sonya Agatha
茶      點 賴佩芬 YOKO
整      理 何德淵   EM 李英民   黃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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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4/124/18/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4/12 約翰 20:19-31 關於"信心"你從這段記載中學到什麼?

4/13 約翰一書 1:1 - 2:2 什麼是可以傳到後代的"生命之道"?

4/14 詩篇 133 神如何將"生命的福"賜給你的社群?

4/15 使徒行傳 4:32-35 這段記載怎樣挑戰你對"社群"的觀念?

4/16 羅馬書 12:7-21 這段經文教導些甚麼有關"愛"的道理?

4/17 箴言 15:1-7 這段經文教導甚麼關於"言語"的智慧?
4/18 你的選擇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4/12
主  理
4/19 地    點

日
4/12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張聖珍 黃牧師 Chapel

日
4/12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牧師 黃牧師 Sanctuary

日
4/12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懷念故人 柯啟明 Fellowship Hall

日
4/12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4/12
台 語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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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日

4/12 TKC 2:45pm-
5pm 查經 禱告會 Basement

Room 1
日

4/12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4/16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4/16
黃文秀

  何西阿1

4/23
廖愛信

 何西阿2
Board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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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4/17

8pm

查經

地區
Bridgewater/

Warren

Coast Area

主理

白建信

張哲祥

內容

彼前
4:12-5:14
彼前

3:8-4:1

地點

建信與申怡家
908-685-5919
慶賢與文秀家
732-780-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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