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張文傑長老
12:00 Noon

證道：謝敏川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July 19,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對遠的所在來，或是對近的所在來，咱聚集
眾：上帝的殿就是咱的厝。
司 在此 咱彼此無再生疏
眾：在基督耶穌裏，咱成做一體。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 220 萬軍的主，至聖的厝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Ye people rend your hearts」

From “Elijah” by Félix Mendelssohn,
Solo Keene Benson
Recitative – Ye people rend your hearts
Ye people rend your hearts,
rend your hearts and not your garments.
For your transgressions the prophet Elijah
has sealed the heavens,
Through the word of God. I therefore say to ye,
forsake your idols;
Return to God, for He is slow to anger and merciful
and kind and gracious and repenteth Him of the
evil.
Aria – If with all your heart
If with all your heart ye truly seek Me,
Ye shall ever surely find Me,
Thus saith our God.
If with all your heart ye truly seek Me,
Ye shall ever surely find Me,
Thus saith our God. Thus saith our God.
Oh, that I knew where I might find Him,
That I might even come before His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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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that I knew where I might find Him,
That I might even come before His presence, come
before His presence.
Oh, that I knew where I might find Him.
If with all your heart ye truly seek Me,
Ye shall ever surely find Me,
Thus saith our God.
Ye shall ever surely find Me,
Thus saith ou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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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的上帝啊，阮承認阮無榮光祢的聖名。阮講，阮是
祢所愛的子，但是阮並無歸榮耀互祢。祢呼召阮來行正直的路，但
是阮無跟隨祢的腳步。充滿恩典的主上帝，懇求祢赦免阮。幫助阮
拆離隔開祢與阮的牆，使阮能進入祢為阮所建造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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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7 117 (舊約：藍: p 335 , 紅p 366 , 棕p36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帝喜愛住那裡」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59 主惦我心內，無驚徨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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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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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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願主仁愛及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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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證道 ]
題目 ：上帝喜愛住那裡﹖
道者：謝敏川牧師
經節 ：
撒下:7:1-17
7/19/2015

證
時間

今天經文在歷代記上第17章有相似的記事。問題是天地的主豈能
居住在人所造地上的殿宇嗎﹖(撒下 7:5 ，歷上17:4) 上帝提拔大衛
祝福他，享受國泰民安，難道他不如其他的族群，有所回應﹖神
學家說撒下第7章就是回應大衛為何沒建造聖殿給上帝居住。他有
心意，但上帝不要他建造(撒下 7:13 ，歷上17:4)。原因是因為他
是戰士，流了許多人的血(王上5:3，歷上22:6-7，28:3)。上帝已選
定將由他的一位兒子所羅門來建造(撒下 7:13 ，歷上22:8-9) 。有
神學家解讀本章得到一個暗示性的啟示：防止或警告宗教信仰陷
入外表儀式及階級宗教特權。上帝既然拒絕大衛的好意，到底上
帝祂喜愛住那裡﹖
I‧建造上帝的殿宇之動機是什麼﹖ V1、V2
a) 大衛感謝的回應﹕大衛感謝上帝的提拔從看顧他父親的羊群到
成為以色列一國之君，從漂泊曠野生活到安居香柏木美麗的王宮
生活，因此要建殿來報答上帝。曾聽過莊長老(Tony Chuang 執事
的父親)談巴西之家移民故事–先建造教堂，然後才建造家園。美
國五月花第一代清教徒移民歷史，也是有如此感人的故事。神的
事放在第一優先。
b) 殿宇所象徵的心態﹕先知說上帝不需要空間，因宇宙萬物皆是
祂創造的(賽66﹕1-2)。祂反想到人需要空間、生長與發展(V10)。建
築師都以建造者之心意設計，考慮到房屋之功用、居住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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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形態、身份與興趣等。咱的建堂除了對上帝表示感謝外，豈
不是為了要宣揚上帝的愛、敬拜神、教育團契教會生活及未來的
發展，這是咱建造教會的藍圖(Blue Print)。
II‧上帝喜愛居住在人心的殿宇。 V10 ，V11
這裡很有意思，大衛可能認為以民間的善言、神聖的房屋、華麗
的殿宇，用固定的居所把上帝抓住，限定上帝為以色列的族神、
他們的保護神。上帝卻宣佈祂是萬民普世的上帝，是居住在人心
的上帝。不要限制上帝的主權。聖經裡上帝的居所"The House of
God" 中，中文常為房子、居所、殿宇、家、朝代(Dynasty)。尤其
在今日經文所提，是為著人的需要來建造。當時司提反執事引經
據典對當時聖殿的權威者挑戰。上帝的居所是人的需要，需要的
不是上帝。上帝所需要的乃是主宰人的心，但可惜他們心硬充滿
貪慾、憤怒，使這萬邦祈福的殿堂成為賊窩(市場)，這也是耶穌潔
淨聖殿之因由(行傳7:48-53，太21:12，可11:11-19，翰2:13-22)。
因此咱要建造教會(硬體) 也應先潔淨內在人民的殿宇，就是保羅
所謂的心靈(軟體)(林前3:16)。
III‧喜愛居住在信徒相愛裡 V6
今日經文V6上帝表示祂較愛居住於祂的子民裡，陪伴他們在曠野
沙漠裡漂泊，和他們同甘共苦。祂不喜愛靜坐來享受人間的香氣
，因為祂是仁愛滿滿大慈大悲的天父。使徒約翰說「上帝是愛，
那有愛在他的生命裡的人，就是有上帝的生命」(約壹4:16)，又說
「我們若彼此相愛，上帝就在我們的生命裡，祂的愛藉著我們完
全實現」(約壹4:12)。耶穌曾宣告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要彼
此相愛」(翰14:34-35)。在和睦相愛的團契生活裡，使人體驗愛的
生活。一個猶太拉比傳奇故事，有一對兄弟已分家，兄已結婚弟
還單身，有一年豐收，兄想到弟不久要結婚需要錢，所以當夜深
人靜時偷偷地將麥梱放在弟弟的麥堆裡，弟弟想到哥哥要養家人
口多，也偷偷地運麥梱到哥哥的麥堆裡，天亮一看，各麥堆並無
減少。第三夜在搬運中在路上相遇，互相說明因由，感動得相擁
而泣。上帝的居所是建立於相愛的上面，耶穌的身體也是在信徒
彼此相愛中建立的。今日許多美麗堂皇的教會只成為觀光景點，
這乃是失去相愛的心，而單只留下人去樓空的悲哀。
結論﹕
咱目前教會的焦點在建造的居所，為咱生長發展的據點。但不要
忘記上帝喜愛心靈的潔淨與互相相愛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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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2

3

非常感謝證道的謝牧師與他的教導，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
暑期聯合靈修會，主講者：葉約翰牧師。主題：領受主恩、使
人得福。
日期：7/247/26 (五-日)。 9:15 am 10:15am報到。
地點：DeSales University (2755 Station Avenue, Center Valley, PA
18054)
要參加者請攜帶
聖經、筆記本、床單、枕頭套、毛毯、大浴巾、夾克、
個人灌洗用品、雨傘。學校備有枕頭、肥皂及塑膠杯。
若有特殊需要，請告知美雲長老或慶賢長老。
請記得勿攜帶貴重品。
7/25主日禮拜將在靈修會場舉行，若您無法到會場參加禮拜，
歡迎參加地主教會的禮拜，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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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78月)主日聚會為中午12點， 請留意聚會時間。

5

8/8 (六) 8:30am11:30am ，本會將邀請台南神學院王崇堯院長主
講"將上帝國落實在台灣"，地點：本會二樓交誼廳。會後將邀
請王院長與參加者在附近餐館餐敘，請踴躍向楊英才長老或文
秀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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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2015 秋季班新生，校園事工組請求以下的協助。
a) 開始收集小家電以及廚房和生活用品。 請兄姐們將家裡多
餘用品整理後，與叔承姊/又堅兄聯繫。
b) 徵求新同工和 host family。有意服事的兄姐請洽叔承姊
c) 8/22 （六）是 一年一度的迎新餐會，地點在本教會二樓，
10:30am3:00pm. 請兄姐們預留時間來參加與支持。 謝謝!

代禱事項：
1 請為教會將來的方向與需要迫切禱告，求主來帶領。
2、請為八仙樂園粉塵爆炸受傷者與家屬禱告，求主讓他們得到身
體與精神上適當的醫治。
3 賴文義兄與魏淑玲姊的大公子 David Lai 于上週六7/11 在
Detroit 與 Julie Kwon 小姐結婚。感謝大家的祝福，婚禮順利
完成。

小會公告：
1 7/87/31黃牧師回台，將在北神修課。黃牧師外出時，若有急事
請與Session Clerk 楊英才長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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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124

1 8/1(六)大紐約區舉行壘球比賽，9:15AM 在Woodlot Park 
Monmouth Junction, NJ 08852 (South Brunswick)，本會組隊參
加，請預留時間去加油。Don't use google map (it is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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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719/2015)
陳玫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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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會/ 報 告

張文傑

值日長執

楊英才
Mariko Tarada, Agatha

來

賓

司

獻

下
週
(7/26/2015)
聯

合

梁璋琦
邱瀚賢
莊志維

劉麗玲
梁慶弘

招待家庭

王照勳

周玫瑩

清點奉獻
育 嬰
整 理

吳秀仁 Wilson
Cynthia
值日長執

上週出席與奉獻

靈

修
會

(7/12/2015)
台英聯合禮拜

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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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3,845.29

特別奉獻

Retreat
$250.00

上上週奉獻
奉 獻

Sky Mission
$20.00

(7/5/2015)
台語部

英語部

$3,339.00

$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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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 (7/20-7/26/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7/20

馬可 6:3034,
5356

為體恤與創造社區的健康，你要扮演什
麼角色？

7/21

以弗所2:1122

如果耶穌真的是你社區的基石，你的社
區將會是什麼樣子？

7/22

詩篇 89:2037

把上帝當作父親是什麼意思？

7/23

撒下7:114a 10

從這經節，你學到你與上帝之間有何關
連？

7/24

羅馬 8:111

"上帝的靈住在你裏面"，對你來說是何
意義？

7/25

詩篇65:914

這篇章如何挑戰你對上帝的認識？

7/26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暑期教會行事表：
聚會
項目

時 間

主 理
7/19

主 理
7/26

日
7/19

主日
禮拜

12:00pm
1:15pm

謝敏川

靈修會

Sanctuary

日
7/19

成人
主日學

2:00pm
3:30pm

暑休

靈修會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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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