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劉怡和長老
12:00 Noon

證道：謝敏川牧師

司琴：林美瑛女士
July 5,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耶穌基督呼召咱來入祂的聖殿，
眾：來聽上帝的道理。
司：對祂的殿，耶穌基督欲差遣咱出去，
眾： 去普天下 (tine)傳福音。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 179 「榮光歸佇聖父上帝」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Meditation by Jules Massenet
讚美 (Praise)

Cello Solo
Kevin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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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祢的面前，阮懺悔，因為阮沒(bo)榮
光祢的聖尊名。祢差遣先知來教示阮，但是阮無愛聽。祢差遣祢的
獨生子來拯救阮，阮並無致意祂活命的話。充滿恩典的上帝，懇求
祢赦免阮，用祢的大權能來除去阮的無信，幫助阮重建對祢的信，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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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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5 110 (舊約：藍: p 333 , 紅p 363 , 棕p36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日見大衛王朝之強盛」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491「今佇青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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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6 「今欲散會，求主賜福」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殿樂 (Postlude)

新聖詩 # 643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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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證道 ]
題目 日見大衛王朝之強盛
經節：撒下:1-10

證道者：謝敏川牧師
時間 7/5/2015

經文歷史背景：上帝選民進入迦南地後，約書亞施行土地分割
政策，12支派進入士師時代，各自為政。因受迦南本地強悍族群
的欺負，就對撒母耳要求，成立像其他族群般有強力的國家組織
。上帝揀選掃羅為第一代君王，這是選民由族群邦聯制度進入君
主制度(Tribal Confederation to Monarchy)的開始。後來大衛為千
夫長常帶兵出生入死，成為常勝將軍而得民心(撒上18:7)，這引
起掃羅的嫉憤，想謀殺他。掃羅離開上帝，上帝就棄絕他，他滿
胸充滿嫉妒要追殺大衛。大衛就躲到南方猶大本族裡，他的族群
膏他為王，建都在希伯崙，形成了南方猶大國(所謂大衛家)，北
方為以色列國(屬掃羅家)。這兩家爭戰久久(撒下3:1)。今日是美
國國慶節期，我們來思考，為何大衛王朝、大衛王的家(House 有
朝代的意思)日見興旺。
I‧上帝與祂同在 V10
撒母耳記要告訴我們，上帝就是歷史的主宰，國家的興旺
與衰微都在上帝的聖旨意。上帝站在那一邊就必興盛。北方的以
色列諸族群，看到上帝與大衛同在，就去歸順大衛。他們如何看
到上帝與大衛同在?
a) 大衛有愛：雖然掃羅追殺他，但他還是關心掃羅父子生命的安
危。當報信證實他們父子死在戰場，就撕裂衣服悲哀哭號，禁食
到晚上(撒下1:1112)，又以哀歌稱讚掃羅父子生前之偉大功勣。
掃羅之子伊施波設被其兩位兄弟軍長所刺殺，並斬他的首級來對
大衛報喜搶功。大衛生氣並命令他的少年人把兩位軍長殺了，又
將伊施波設的首級以埋葬君王的隆重宗教儀式葬在希伯崙(撒下
4:12)。眾民看到大衛如此愛惜敵人，善待掃羅家的人，就喜悅王
(撒下3:26)。眾民因他有愛就來歸順他，Tolstoy說“有愛之處就有
上帝。”使徒約翰“因為上帝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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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順服上帝的旨意：大衛把其行事為人都以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
位。重大事情在決定前都先問上帝的旨意(撒下2:1)。因此國運興
盛事事順利，這讓眾民放心，因看到他遵照上帝的旨意而歸順他
。
II‧認同 V1
北方眾領導者及長老的代表對大衛說“我們是你的骨肉。”
他們要大衛共同來認同，同屬上帝家裡的人。這是超越族群、血
緣的認同，神學家說，挖根就底，沒說出的一個字就是契約
(Contract))。上帝說我要做他們的上帝，他們要做我的百姓(出
6:7，耶 31:33)。這契約使他們得力量，成為生命的共同體。新加
波的國父李光耀總統自小就決定做一位很標準的英國人，說英語
比英國人更英國化，自小受英國式之教育，後在國際上國籍常被
混亂，人不承認他是英國人，中國對他又是陌生，他說“沒有人
告訴我英語不是我的母語，可是在我心靈的深處很清楚這不是我
的母語。” 後來，認同新加波這小城市、土地與百姓，使他們更
有自信、更有尊嚴。
III‧委身 V2 V3
北方各族群領導者、長老代表來要求大衛承擔上帝所應許
牧養的職責。什麼是牧養的職責? 保護、養飼與領導，大衛自童
年上帝就給他這種訓練，可見上帝不會交給每一個人是他所當不
起的事，祂已經娤備你，有做那事工的能力，只是你願意委身與
否? V3表示大衛願意決心投入(委身) ，這牧養的職責，因此舉行
就任典禮、膏油他為王，承接牧養的責任。今日教會所缺欠就是
這委身的精神(Commitment)
總結:
今日經文告訴我們大衛家興盛之原因，乃是上帝與他們同
在，今日教會微微不振乃是缺少上帝的同在。因此問題就是如何
使上帝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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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會後歡迎留下參加黃牧師的Q & A，有
備簡餐 (若未參加過，請一定參加，參加過的，歡迎再參加)

2

暑期聯合靈修會，主講者：葉約翰牧師。日期：7/247/26 (五
日) 在DeSales University, PA 舉行；報名延伸至這禮拜，未報名
者請快報名，填寫後請交美雲長老。

3

暑期(78月)主日聚會為中午12點， 請留意聚會時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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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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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婦女會與家庭團契將舉辦慶祝教會生日海濱遊 (本會生日是
7/20) 請大家共襄盛舉。
集合時間：3:30pm
地點：AvonBytheSea 海邊
集合地點：The Columns 餐廳 (601 Ocean Ave,

Avon by the Sea, NJ 07717)
若需地圖與其他消息，請找張文傑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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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俊良教授將於七月中搬離新州，我們今天(7/5) 晚上6:15將與
他及他的家人餐敘，地點 Shogun 27 有意願參加的人。請向
蓓蓉長老報名。

小會公告：
1 今天本會黃牧師在美東夏令營主持主日禮拜。7/87/31黃牧師回
台，將在北神修課。黃牧師出外時，若有急事請Session Clerk
楊英才長老聯絡。
2 文秀姊將於8/31退休，何綉惠姊(Cindy)也因住處改變無法繼續擔
任聖歌隊伴奏。小會已接受她們的請辭，並感謝她們多年

來的服事與辛勞。
3 a) 教會徵聘辦公室助理一名；希望能在九月第一禮拜開始
工作。有意願者請告知黃牧師或 Darren Ochs 長老。
b) 教會徵聘聖歌隊伴奏一名， 希望能在九月初聖歌隊恢
復獻唱時，開始工作。有意願者請告知陳美雲長老或是
陳蓓蓉長老。
c) 教會徵聘SKY Ministry Assistant一名，以加強青少年
與主日學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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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本
週
(7/5/2015)
林美瑛

下
週
(7/12/2015)
陳玫麗

司 會/ 報 告

劉怡和

陳蓓蓉

值日長執

陳蓓蓉
Mariko Tarada, Agatha

楊英才
Mariko Tarada, Agatha

梁璋琦

梁璋琦

司

琴

來

賓

司

獻

邱瀚賢
莊志維

劉麗玲
梁慶弘

劉麗玲
梁慶弘

王照勳

周玫瑩

招待家庭

王照勳

清點奉獻
育 嬰
茶 點

吳秀仁 Wilson
Sonya
已安排

吳秀仁 Wilson
Agatha
暑休

值日長執

值日長執

整

理

周玫瑩

邱瀚賢
莊志維

每日讀經 (7/57/12/2015)
日期

經節

7/5

馬可6:1‐13

7/6

林後 12:2‐10

7/7

詩篇 48

7/8
7/9
7/10
7/11

撒下 5:1‐5, 0‐
10
馬太11:16‐19,
25‐30
詩篇145:8‐15
自選

思考問題
從這章節你學到甚麼是主權與權能？
一個人怎能是軟弱卻又是剛強？
住在上帝的城是什麼意思？
在眾以色列長老前與上帝立約，大衛王
需要的是什麼？
你如何能像幼兒一樣，聽到看到真理。
這詩篇中，你認為上帝與你是怎樣的關
係？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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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與奉獻 (6/28/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96

26

奉 獻

$3507.00

$316.00

特別奉獻

感恩
$100.00

暑期教會行事表
聚會
項目

時 間

主 理
7/5

主 理
7/12

日
7/5

主日
禮拜

12:00pm
1:15pm

謝敏川

Dr. Greg
Cueller

Sanctuary

日
7/5

成人
主日學

2:00pm
3:30pm

黃景彬
Q&A

暑休

Chapel

8

地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