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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黃晉文長老        證道：謝敏川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May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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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天頂地下(e) 攏欲謳咾耶和華

 眾：聖哉! 聖哉! 聖哉!榮光歸屬耶和華。
     司 在耶和華的殿堂，耶和華的百姓 大聲謳咾

 眾：聖哉! 聖哉! 聖哉!榮光歸屬耶和華。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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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385 人生風波擾動無停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Waiting for the Morning Words and Music」                                        
         by Pepper 

Choplin
                                                                                                                                                     
聖歌隊                                                                                          
[副歌]
Waitin’ for the Mornin',  Waitin’ for the Mornin',
Waitin’ for the Mornin' when the sun is gonna rise!

Oh, when I’m prayin’ on my knees,
and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agony.
I’m waitin’ for the mornin’, when the sun is gonna rise,  gonna rise up!
I’m waitin’ and though the shadows of pain and death
try to shroud my soul with hopelessness.
I’m waitin’ for the mornin’ when the sun is gonna rise.

When my joy and strength are almost gone,
I’m gonna keep the faith and just hold on,
‘cause I’m waitin’ for the mornin’ when the sun is gonna rise,  gonna rise up!
And when the darkness tries to overcome,
it won’t last forever and will soon be done.
So I’m waitin’ for the mornin’, when the sun is gonna rise.

Waitin’ for the Mornin' when the sun is surely gonna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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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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聖、至尊、三位一體的主上帝 阮承認阮無榮光祢的名。祢疼阮、
拯救阮，但是阮用祢的名來責備別人，阮無彼此相疼。祢呼召阮出去
傳福音，阮因為驚惶就藏起來，無愛回應祢的呼召。恩典的上帝，懇
求祢赦免阮，幫助阮對祢的聖靈來重頭生，所以阮能通忠誠來服事祢
，做祢所歡喜的子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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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4:1-8 (新約：藍: p240  , 紅p 331  , 棕p 331)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傾倒人生最後澆奠酒時」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427 日斜西山，願主祢及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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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2 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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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倒人生最後澆奠酒時           證道者：謝敏川
牧師          

        經節：提後﹕4:  18                                    
時間  5/31/2015

序﹕

葛培理(Billy  Graham)  牧師的圖書館外面園地有一座葛師母的墓，墓碑
上刻著一句英文「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據說葛師母生前開車經過一段正在維修的路，維修路段結束處立著牌子
；「施工的路段終止，謝謝你的忍耐」，所以她要人在她的墓碑刻上這
句話，可見她在生命倒數時的心情。今日經文我們也可以體會到保羅在
面對生命終站時心靈的感觸，這是基督徒對生命意義的看法，也可說是
他的人生觀。

I、 生命倒數計時

每年12月31日世界各大都市都以倒數計時來進入新的一年。特別是
紐約時代廣場幾十萬人聚集，以興奮的心情來倒數，拾、玖、捌
、．．．。當喚出零時，滿天閃亮的煙火，大家互相祝福新年快樂
。幸運的人可這樣的倒數時間，但也有不少人沒這時段。歷史上偉
人摩西禱告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智
慧的心(詩篇90:12)”。這段經文，保羅正處在這時段，如何見得
﹖“澆奠”與“離世”正說出他的處境。

“澆奠”原文Spendesthai，在保羅的時代，羅馬人酒宴將結束時，
大家站起來把最後一杯酒(Libation)倒在祭壇敬神來表示宴席結束。
保羅知道他將被羅馬皇帝尼羅判死刑，保羅知道他就像奠酒把生命
獻給上帝，就是以殉教來結束他的生命，這是何等榮光尊貴的時刻
。他曾說過“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給上帝
當作活祭”(羅12:1)

“離世”原文Analusis，這字的希臘語有四種涵義﹕

    a)卸下軛：把套在牛馬等動物頸上的軛取下，讓它得以輕鬆、
安息。

  b)鬆開捆綁(腳鐐)來得到自由。人在世上被許多壓力、艱難所捆
綁、套牢著，以死來鬆開它。

   c)鬆開帳篷的繩子(拔營帳)。完成了任務，打包回家的興奮。這
是死亡(林後5:1)

    d)啟碇離港。鬆開船的纜繩之意，把船開進無邊際的深海，航
向天堂的終點。

保羅用這兩句話告訴我們死對我們的意義就是如此，回家去。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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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家也是哲學家Pascal  臨終不得不承認，人實在脆弱無比，在
1862年8月19日臨終時，最後一句話說“上帝，請永遠不要拋棄我
”。

II、  倒數時光的心境( v7)
保羅以當時運動大會(奧林匹克競技比賽)來影射他對其一生的肯定、
安逸、感謝。他說「他打過美好的仗」，他用盡全力來勝過內在及
外在邪惡的力量，來順服、遵行上帝的旨意，這也是他對生命有深
度的滿足感。

「當跑的路跑盡」如在波斯與希臘的戰爭中，希臘一位士兵堅持毅
力，不停的跑回雅典報告信息。生命鞠躬盡瘁完成任務的滿足感，
完成主所交託使命的自傲感。若有人在其生命將結束時才發現還有
許多事沒做，應當說卻沒說，這是很遺憾的事。

「所信的道已經守住」，如果保羅這段話是以運動比賽前與選手宣
誓為背景說的，這就是表示他曾經遵照所宣示的規則參與比賽的意
思。就是他的一生是遵照上帝的法規過生活，並完成他的宣教使命
，緊握著對上帝的信靠及基督再臨的希望，心存感恩與滿足來面對
生命的終點。蒸汽機發明家英國人瓦特臨終時對在場的親戚、朋友
及家人說“各位對我表示的關愛令我感念不已，看來我就要離開人
間，趁我還能說話，我要向各位致十二萬分的謝意”(8/25/1819)

III、 公義冠冕的願望

當時奧林匹克得勝者可戴上月桂冠(橄欖樹枝冠)表示得勝的榮耀，保
羅說我們人生勝利者可戴公義的冠冕，那是什麼﹖保羅時代，希臘
羅馬世界所謂公義的冠冕意思就是永恆的生命。今日經文重點之一
乃是鼓勵我們死不是一切烏有的結束。基督徒若只求今生得到勝利
的旨望，就比眾人更可憐(林前15:19)，這不是公義的結局。生命若
只有今生，為何不與享樂主義Epicurean 人生觀者一樣，吃吃喝喝克
盡今世的享樂。因明天將死，他心中沒有所謂來世(林前5:32，以賽
亞22:1314)。保羅強調死後復活的來世，主再臨時我們都要站在祂
公義審判座前，得公義的冠冕，是你今世行義生活之獎賞，酬謝你
在世行義的生活。因此今生你要好好惜福來完成主所交托的任務、
使命(馬太25章)

總結

保羅這生命倒數時的一席話，提醒我們對生命的珍惜，今世好好惜
福，以無虧欠的心回天家，站在施恩座前，承接主為你而備的恩典(
提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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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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由林湘江醫師主講：健康之道 下週在一樓， 
Professor Elsie McKee將主講：誰是你的兄弟姊妹

3 6/7 (下主日) 2:15pm SKY舉辦飲食義賣，將有很可口的食品 台
灣小吃，請多多支持，並請大家告訴大家。若有人可幫忙準備水
果、Grass  Jelly 或提供幫忙，請洽Christine Su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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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將於7/247/26  (五日)  在DeSales 
University, PA今天開始報名，報名單填寫後 請交美雲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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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教會辦公室。

肢體交通:
1 恭喜楊仲達、吳月華夫婦，林繼義、吳曼麗夫婦 Josephine 

Young   與Tim  Lin於上主日，5/24/2015在NJ完成婚禮  祈願上帝
滿滿的祝福在這對新婚夫婦的新家庭。

生活充實俱樂部： 
6/03/2015  張勝 "Renewable Energy: Plasma Gas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Municipal Solid Waste to Energy Conversion"
6/10/2015  戴金星：夏夜星空。

社區消息:
1 6/5(禮拜五)蔡英文將到紐約Marriott Hotel in Brooklyn, 註冊請上網

link: https://goo.gl/kOI7yb，費用：學生$10 會員$20，非會員
$30 晚餐$500 Bus 1 時間如下:  

a. 1:00 pm  Woodcrest Shopping Center, Cherry Hill
b. 1:40 pm     Lord&Taylor, Quakerbridge Shopping Center, 

      Lawrenceville
c. 2:20 pm   Sears, Route 1 South, New Brunsw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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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x  Nova，沈新欽兄指揮，將在本教會舉辦演唱會，時間是6/14 
(日) 下午4:30 pm 免費入場，請踴躍參加，並慷慨解囊贊助

上週出席與奉獻 (5/24/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77

奉   獻 $ 2,618.00 $ 264.00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5/31
主  理
6/7 地    點

日
5/31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黃晉文 王雅雅 Chapel

日
5/31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謝敏川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5/31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林湘江 Elsie McKee Chapel

日
5/31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5/31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5/31 TKC 2:45pm

5pm 祈禱會 查經
Basement
Room 1

日
5/31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6/4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6/4
李淑真

何西阿 8

6/11
吳曼麗

何西阿 9
Board
Room

五
6/5

8pm

分區
查經

地區

Coast Area

Bridgewater/

 主理

林主中

楊英才

內容

彼後1 16
2 10a

彼後

地點

克義與幸江家
7326712286

英才與慧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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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3 118 9087041529

 聖工分配 

本　　　週
(5/31/2015)

下　　  週
(6/7/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黃晉文 張文旭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許史青 陳蓓蓉    洪潔君

來      賓 吳建勳 羅浚哲

司      獻 許史青　邱瀚賢
莊志維    劉麗玲

蘇添貴    賴文義
陳叔承    洪潔君

招 待 家 庭 陳繼昌   林佳敏 Myron  ShanShan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黃再蘭    林珍珠

育      嬰 Ya Ching Sonya

茶      點 李夢梅 SKY Fund Raising

整      理 陳繼昌   林主中 林茂清    莊志維

每日讀經 (5/31-6/6/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5/31 約翰 3:1-17 "'從聖靈生的"是什麼意思？

6/1 羅馬 8:12‐17 "被上帝的靈引導"，對你來說有何意
涵?

6/2 詩篇 29 你如何傾聽上帝的聲音？

6/3 以賽亞 6:1‐8 從這意象中，關於自己被呼召做宣
教事工，你學到什麼？

6/4 1  彼得 4:12‐14, 
5:6‐11

"與耶穌基督連結"，對你來說是什麼
意思？

6/5 詩篇104:25‐35 如果我們求上帝差遣聖靈來更新這
個世界，將會如何？

6/6 請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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