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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李梓義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May 2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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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在枯焦(kotȃ)愲的山谷中 阮哀求
 眾：聖靈，請來，更新阮的教會。

     司 萬物哀哭 (kàu) 愛得救贖
 眾：聖靈，請來，更新阮的教會。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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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79  懇求上帝憐憫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Give  to  the  winds  your  fears」              
聖歌隊                                                                                             
by Joseph Martin
(Refrain)
Give to the winds your fears.
In hope, be undismayed.
God hears your sighs, and counts your tears.
God shall lift up your head.
To Him, commit your griefs. 
Your ways put in His hands.
To His sure truth and tender care,
who earth and heaven commands.
Give to the winds your fears.
O put your trust in God.
In duty's path, go on.
Walk in His strength with faith and hope
So shall your work be done.
Leave to His sovereign sway.
To choose and to command.
So you shall, faithful, seek His way.
How wise and strong His hand!
Give to the winds your fears.
Let your heart not be trou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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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to the winds your f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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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一切喜樂與盼望的源頭。阮承認阮心內無平安，有驚
徨。祢用真理來幫助阮，互阮的生命充滿活力 總是阮親像枯焦(ko
tȃ)的骨 無活氣 祢差遣聖靈來扶持阮，但是阮並無做新的夢。恩典
的主阿，懇求祢赦免阮。引導(chha)阮行祢的路，指示阮入佇祢的真
理，通過耶穌基督阮的主，用祢的真理聖化阮，救阮脫離死亡，來
得真的活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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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2:121   (新約：藍: p 135 , 紅p186  , 棕p18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火熱的教會」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64  至聖的神，聽阮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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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480 世界屬主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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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熱的教會                           證
道者：黃景彬牧師

        經節：使徒行傳 2:1-21                           
時間  5/24/2015

很久以前，我們的祖先在一場雷雨之後，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發
現。這是因為閃電有時候會打到樹，樹就燃燒起來。最初，這種景觀
看起來很可帕。但是，看久了以後，他們發現樹一燃燒起來，尤其是
在冷的時候，這火帶給他們溫暖。在暗的時候，這火帶來亮光。所以
他們就想辦法要讓火不熄，所以在雷雨之後這火會繼續燒。這樣，雨
後火會帶給他們溫暖、亮光、甚至可以烹煮食物。火的"制服"是人類第
一個偉大的成就。

            兄弟姐妹知道，我剛從加州搬來。住在加州的，大家都很明白，火，
這一個東西，是很危險的。因為火是無法完全去制服的。每一年，在
加州都會有大火災。有一年，在我們住家附近，就有一場大火。所以
我們住在南加州的，常常都會受到火災的威脅。我想許多弟兄姐妹一
定聽過，基督徒常常也用火來描述、形容聖靈，不是嗎? 形容聖靈的顏
色，是紅色。形容聖靈的描述，是用火。如果被聖靈充滿的人，我們
會形容他們是火熱的基督徒。不是嗎? 但是，大家知道嗎? 在50年代，
在美國的南區，把聖靈形容成火是絕不可以的事情。因為臆測地獄全
部都是火，所以火是魔鬼所擁有的。因此不可以用火去形容聖靈。當
然，我們現在不是這樣想的。因為我們不只會用火來形容聖靈，我們
也會常常用火熱形容一間教會，不是嗎? 

            一間教會如果是被形容為火熱的，通常的意思就是這一間教會很有動
力: ；這一間教會很有精神、有活力。一間火熱的教會，因為被聖靈充
滿，是一間做神的事工，且有無盡力量的教會；一間火熱的教會，它
了解神的意思，完全俯伏在神面前，因為明白神的旨意，所有的工作
，都受到神的祝福。不是嗎? 如果一間教會是一間火熱的教會，就會復
興，就會被神的旨意興起。這一間教會的弟兄姐妹，就可以超越世界
上的困難。因為有聖靈的力量，就能一直往神所引導的方向去做事。
一間火熱的教會，雖然通常人數是會增加，但也不一定，可是如果一
進教會，你就有辦法體會出來。每一間教會，如果願意，都有辦法成
為一間火熱的教會。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紐約渡假，所以星期日到一間旅館附近的教會做
禮拜，是一間長老會，我已經忘了那間教會的名字了。這一間教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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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是一進禮拜堂，就可以頗有親切感。招待的，穿得整整齊齊的
，滿臉笑容。拿了週報以後，所有參加禮拜的會友都坐下來，安安靜
靜地準備心來做禮拜。我打開週報，哇，嚇了一跳。聚會、團契、不
算在內，這一間教會的活動，除了正常的聚會，團契活動、查經之外
，對外活動至少十個。所謂對外活動，就是社區服務。我認識的，就
是有Habitat for Humanity, Homeless Shelter, Food for the Homeless等等，這
一些對外活動，有至少十個。我看了，只有敬佩。因為我知道，這一
間教會，是一間火熱的教會。因為他們了解神的旨意，完全俯伏在神
的面前，受到聖靈的充滿，有活力的做神的事工。

            每一間教會，如果健康的話，都會想要成為一間火熱的教會。今天我
們讀的經節，耶穌對門徒說， “ 父 怎 樣 差 遣 了 我 、 我 也 照 樣 差 
遣 你 們 。”說完了，就向他們吹一口氣，使他們被聖靈充滿。有力氣
做神的事工。使他們的心靈火熱，有力氣，有意志做一間火熱的教會
。

            所以一間火熱的教會，是長什麼樣的? 一間火熱的教會，會有什麼現
象出來呢?

一，一間火熱的教會，弟兄姐妹是同心的。

所謂同心，不一定是對每一件事的解決方法都同意。所謂同心
，就是對教會的標竿，方向，教會存在的意義，大同小異。

二，一間火熱的教會，弟兄姐妹會一致祈禱。

所謂一致祈禱，不一定是都在一起祈禱。但是弟兄姐妹一定都
是會一起相信祈禱，到一個不停祈禱的現狀。

三，一間火熱的教會，弟兄姐妹一定會保持一個悔悟型態
。

 

消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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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會後請到二樓交誼與享用茶點。
2 今天成人主日學暫停 下週(5/31) 成人主日學將由林湘江醫師主

講：健康之道
3  5/30  (六) 婦女團契舉辦下午茶講座2pm3:30pm，由林秀芬姐妹

主持，題目"如何調適退休後的夫妻關係" ，請姐妹踴躍參加。
4 6/7  (下主日)，SKY舉辦飲食義賣，將有很可口的食品 飲料，

請多多支持，並請大家告訴大家。
5 6/13 (六)教會舉辦Biking Fun Day in Mercer County Park 9:30am 

5:00pm歡迎兄弟姐妹踴躍報名 並邀請朋友參加 請在6/6/2015
前找Jessy  或文傑長老  報名 以方便統計人數 準備食物!  欲知
詳情，請與  Jessy  (jessyliau318@gmail.com)  或文傑長老 
(wenagatha@gmail.com)連絡。

6 一年一度的PW 生日捐獻已開始，一歲25Cents，請多多支持。
7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將於7/247/26  (五日)  在DeSales 

University, PA 舉行，請預留時間參加，詳情將再公佈。

教界消息：

1 PW (全美長老會婦女聯合會)將於6/1821在Minneapolis, M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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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6/21父親節與青年主日，我們將舉辦野外禮拜，烤肉，並獎勵畢
業生 若您知道任何畢業生的名字及所獲學位，請告知各區區
長或辦公室。

肢體交通:

1 TKC的Gary 與Peggie於 5/1在台灣高雄舉辦婚禮 已平安回NJ  
請大家為他們的婚姻生活祝福和代禱！ 

生活充實俱樂部： 
5/27/2015 廖登豐博士 "往事堪回首回憶七十年來走過的路 跨

越的橋 (sequel)"  
6/3/2015     戴金星博士："夏夜星空"                  

社區消息:

1 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Passport to Taiwan) 今天5/24(日)在紐約
Union Square舉行 NJ 有租一巴士前往。

上週出席與奉獻 (5/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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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91 23
奉   獻 $3,355.00 $253

$特別奉獻 PW Bday $100 獻花 $50.00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5/24
主  理
5/31 地    點

日
5/24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劉怡和 黃晉文 Chapel

日
5/24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5/24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暫停 林湘江 Chapel

日
5/24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5/24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5/24 TKC 2:45pm

5pm
Q & A
黃牧師

查經
Basement
Room 1

日
5/24

Hand
Bell

2:45pm
4:30pm 無課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5/28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5/28
黃文秀

何西阿 7

6/4
李淑真

何西阿 7
Board
Room

五
5/29

8pm

分區
查經

地區

第五禮拜
沒有分區

查經

內容 內容 地點

聖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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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5/24/2015)

下　　  週
(5/31/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李梓義 黃晉文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許史青
Darren Ochs

許史青

來      賓 吳建勳 吳建勳

司      獻 許史青　邱瀚賢
莊志維    劉麗玲

許史青　邱瀚賢
莊志維    劉麗玲

招 待 家 庭 陳繼昌   林佳敏 陳繼昌   林佳敏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Cynthia Ya Ching

茶      點 陳美玲 李夢梅

整      理 王照勳      莊忠揚 陳繼昌    林主中

每日讀經 (5/24-5/30/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5/24
約翰  15:25-26, 16:4b‐15 聖靈在你的生命與宣教上扮演什

麼角色？

5/25 羅馬 8:22‐27 在你軟弱時，聖靈如何幫助你？

5/26
詩篇 104:25‐35 如果我們求上帝差遣聖靈來更新

我們的社群，那將會發生什麼？

5/27 使徒行傳 2:1‐21 這是舌頭還是耳朵的神蹟，為什
麼？

5/28
 彼得前書3:13‐22 如何謙恭溫和的解釋對神的盼望

？

5/29
詩篇 68:1‐10, 33‐36 上帝如何將祂 的權柄與能力給祂

的子民？

5/30 請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