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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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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pm                                                                                 June  14,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序樂 (Prelude)     Homage to Pachelbel                     Adult Handbell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這是成熟的時，收割的時近了!
 眾 舊的一切，已經成做過去

      司 上帝國互生命活潑有氣力!
 眾：看啊! 萬物欲成做新創造的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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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81 上帝此時臨在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I'm gonna sing when the Spirit says sing                                                                                        
聖歌隊
         
                                                                                                               聖歌隊
     I'm gonna sing when the Spirit says sing,
and obe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m gonna preach when the Spirit says preach,
and obe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m gonna pray when the Spirit says pray,
and obe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m gonna shout when the Spirit says shout,
and obe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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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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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一體、至聖的上帝啊。阮承認自己無用生活來見證、榮耀祢的
聖名。阮看人是對他的外表，總是祢所看的是人的内心。阮看輕至
微細的，總是祢所看的，是它的生長。主上帝啊，懇求祢用祢的恩
典來赦免阮。教阮過見證信仰的生活，信靠祢的話所顯示的異象，
與重頭生的應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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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4:2634 (新約：藍: p43, 紅p62  , 棕p62)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小小的芥菜種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505  我欲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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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8 咱著出歡喜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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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芥菜種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經節：馬可4:2634      時間  6/14/2015

十幾年前，我爸爸被他的公司 lay off。 然後用了很多時間

想要再找一份工作。但是那時候，因為他的年齡已經五十幾了，

而且是高科技的，所以要找那種工作特別難。公司都要年輕一點

的，所以找了很久都沒找到。最後，我爸爸就決定要提早退休了

。

        那時候，我們還住在原來的住家，但是沒有收入了，所以因為經

濟的因素，就一定需要搬家了。我還記得那時候，問他要搬去那

裡? 他只跟我說一句話，搬去那裡都沒關係，只要後院可以種菜

就可以了。

            我媽媽很喜歡種菜，我爸爸其實也滿喜歡的。因為他小時候在台

灣的雲林縣斗六長大，算是鄉下的地方。可能是受環境的影響，

也喜歡種各種蔬果。我們住在Minnesota的時候，雖然只有大概五

個月的時間可以種菜，我父母還是租了一塊地來種菜。種後，每

天都會去看、去關心、澆水、除草。在我的記憶裡，對那個時候

，印象是滿深刻的。雖然我沒有像我父母一樣，那麼喜歡種東西

，有時候，我也會想要種。

            有一年，我父母搬到加州的房子之後，我就跟我父母說我要種一

棵蕃石榴樹。他們同意，我就把一顆子種在一盆土裡。當然了，

要一株蕃石榴樹從一棵子長到大，生果子，是要很長的時間，而

且不一定會長果子。我那時候不知道，我父母也沒說什麼，我就

把它種下去了。第一年過了，我從神學院回來，那棵番石榴長了

大概五公分。第二年，長到十公分。過了五年之後，當我從東岸

搬回加州的時候，那棵樹也差不多一尺高而已。那時候，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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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種到土裡，看會不會長大一點。是長大一點，但是都沒有長

果子。我女兒出生那年，因為家裡很忙，他們就說要不要把那棵

蕃石榴樹搬到他們家去，讓他們照顧。我也就答應了。

            

剛開始，我還滿關心的。我常問那棵番石榴樹長得怎麼樣了？他

們就說，還活著，沒生果子。不記得問了多少次以後，我也就忘

記問了。結果有一天，我媽媽打電話來說，那棵樹竟然生果子了

，我好高興。算一算，從開始種的那一年，總共過了十二年。這

棵樹長了十二年才生果子。不知道澆了多少水，移植了三次，不

知道用了多少心，總算生果子了。

今天我們讀的經節，耶穌基督用了一個比喻。祂說， “神

的國就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裡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

、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甚

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它的蔭下。”

            可是，雖然這經節跟我們這麼說，但是我們還是會有疑問，不是

嗎? 我們可能會問，雖然耶穌這樣講，應該不是隨便亂種就會有

收穫了吧?  所以要如何種這粒種子，才會有收穫? 還有，要等多

久? 我們的責任又是甚麼? 是不是種了以後，就沒有事做了? 這些

都是好問題，我們慢慢來思想。

一，要觀察現象，讓我們可以認出神的時機，神的旨 意

。

二，種了以後，要有耐心，繼續培養，繼續努力。  

三，神會利用一粒小小的芥菜種，來做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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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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成人主日學在一樓，  2:45pm 開始 成人主日學將由黃景彬
牧師主持: "Q Place 講道座談"  下週野外禮拜，沒有成人主日
學。

3 感謝兄姊的努力工作和贊助 暑期短宣飲食義賣，圓滿結束。
特別感謝劉麗玲姊、Christine Su SKYmembers  Robert 等

4 黃景彬牧師最近在各分區帶領兄姊，一起以禱告的心尋求更多
在教會服事的熱誠，已順利完成，他感謝兄姊們踴躍參加。

5 6/21父親節烤肉的菜單已在公告欄，請媽媽們踴躍填選 並請當
天每個人自備折椅，每個家庭請自帶一加侖的水。

6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主講者：葉約翰牧師。日期：7/24
7/26  (五日) 在DeSales University,  PA 舉行；已開始報名，請向
招待領取報名單，填寫後請交美雲長老。

7 暑期(78月)主日聚會將改為中午12點， 請留意聚會時間。

8 暑期特別音樂事工招募志願者，若您願意奉獻您的恩賜來服事
主，請向陳美雲長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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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Woodlot Park，124 New Rd, Monmouth Junction, NJ 
08852

時間：早上11點

主日禮拜後，接著有烤肉，球類運動
我們將獎勵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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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

High School: Evelyn Wu, Crystal Lee, Jonathan Chuang
College: Patrick Liang, Mercedes Wu, Eddie Yeh, 
Graduate School: Elsa Lai, Beth Kuo

2、本會黃景彬牧師受邀將於美東夏令會，主持主日禮拜。7/27/5
牧師將在美東夏令營。7/87/31黃牧師回台，將在北神修課。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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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出外時，若有急事，請與Session Clerk 楊英才長老聯絡

生活充實俱樂部： 
6/17/2015 林茂清: "A Brief Overview of American Civil War"
6/24/2015   紀錄片"我愛高跟鞋"

社區消息:
1 Vox  Nova，沈新欽長老指揮，今天在本教會舉辦演唱會，時間

是下午4:30 pm 免費入場，請踴躍參加，並請慷慨解囊贊助
2 2015  台美人美東夏令會將於7/27/5  (四日)舉行 地點在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 PA。節目包括適合5歲以上的各種台英雙
語活動 7/5  (日) 黃景彬牧師將在營會講道 詳情和報名請上網: 
www.tacec.org. 本會台語學校將補助每位 TAFPC 學生$50，若有
任何疑問請洽文旭長老

上週出席與奉獻 (6/7/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92

奉   獻 $ 3,968.00 $858.00

特別奉獻

聖工分配 
本　　　週
(6/14/2015)

下　　  週
(6/21/2015)

司　  琴 陳玫麗 Praise Team

司  會 /  報  告 陳蓓蓉   Christine Su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洪潔君 陳蓓蓉    洪潔君

來      賓 邱瀚賢 Kay

司      獻 蘇添貴    賴文義
陳叔承    洪潔君

蘇添貴    賴文義
陳叔承    洪潔君

招 待 家 庭 Bernard   /  Tina Gary/Peggie

清 點 奉 獻 黃再蘭     林珍珠 黃再蘭     林珍珠

育      嬰 Agatha Cynthia

茶      點 吳曼麗 BBQ  Lunch

整      理 陳東亮        EM B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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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6/14

主  理
6/21 地    點

日
6/14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楊英才 野外禮拜 Chapel

日
6/14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Rev. Paul 
LaMontagne Sanctuary

日
6/14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黃景彬 野外禮拜 Chapel

日
6/14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野外禮拜

Basement
Room 9

日
6/14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野外禮拜

Children               
Library

日
6/14 TKC 2:45pm

5pm Q Place 野外禮拜
Basement
Room 1

日
6/14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野外禮拜

Handbell
Room

四
6/18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6/18
孫淑真

何西阿 10
暑休

Board
Room

每日讀經 (6/146/20/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6/14 馬可4:26-34 什麼是上帝國的條件？

6/15 2 哥林多 5:1-17 你如何能成為新造的人？

6/16 詩篇 20 呼求上帝的名，對你有何意義？

6/17 撒母耳 15:34-
16:13

從這故事，你學到如何培養領導者嗎?

6/18 創世記 1:1-2:4a "依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對你有何意義
？

6/19 詩篇 89:1-4, 15-
18

我們如何傳揚"上帝的愛確立為永恆"？
6/20 請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