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陳蓓蓉長老
12:00 Noon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林美瑛女士
August 9,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我欲時時謳咾耶和華
眾 請咱相及來謳咾耶和華

：

。

司 恁著試看 就知耶和華是好。
眾：倚靠祂的人有福氣

。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 270 著恬靜，著恭敬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喜樂之神充滿佇我之歌聲
The Joyful Spirit In My Song

台譯：陳茂生
Music by Don Besig, Word by Don Besig and Nancy Price
Bridgewater/Dayton 查經班
佇上帝創造美妙萬物，清早日出新之日子。
佇遐欲有奇妙與期待，我欲有快樂佇逐所在。
自然色彩圍佇我身邊，佇我頭頂穹蒼翠青。
眾活物不斷使我真卬愕，我就感受上帝奇妙大痛疼。
我欲謳咾主，宣揚祂故事。我之心感謝，信心夠額。
當我來謳咾主，吟榮光仁慈，喜樂之神充滿佇我之歌聲。
與我同行主佇我身邊，祂之看顧永遠無離。
我真明白祂會引導我，服事主隨祂真光來活。
祂欲安慰我一切憂傷，抱我安然佇祂胸前。
我看見向望佇新之日子，因為我深知上帝救贖恩情。
我欲謳咾主，宣揚祂故事。我之心感謝，信心夠額。
當我來謳咾主，吟榮光仁慈，喜樂之神充滿佇我之歌聲。
喜樂之神佇我之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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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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上帝，阮承認阮無'遵從祢的旨意 祢賜阮喜樂的心神，總是
阮因為罪與憂愁來失去這個喜樂。祢將活命的真理賞賜阮，阮卻因
為懷疑與失望來拒絕。憐憫的上帝啊，懇求祢赦免阮，用祢聖靈的
大權能 感動阮的心，使阮有溫柔、仁慈， 成做祢所歡喜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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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 6: 35, 4151 (新約：藍: p 111 , 紅p 155 , 棕p 155)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生命之糧 (二)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60 時刻我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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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差遣 (Commissioning of Missionaries)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610 耶穌是我心所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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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糧 (二)
經節：約翰6:35, 41‑51
[

：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時間 8/9/2015

剛才，我們讀這段經節，對一個基督徒來講，是一段滿熟
的經節。上禮拜我提到，有時候，當我們基督徒讀聖經時，會有
一些難免的預設 (assumption) 。所以，就是這樣，我們常常會讀
不出，或領會不到一些深一點的意思。所以，今天早上，我們再
次來讀這段經節，可是這次，請我們以有懷疑的態度去聽這段經
節，讓我們以一個不認識耶穌基督的人來聽這段經節。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
我的、永遠不渴。
耶穌說，我是天上降下來的米糧。
耶穌說，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米糧，叫人吃就不死。
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之糧．人若喫這糧、就
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
人之生命所賜的。
感覺如何? 是否有一點驚訝? 如果以一個不認識耶穌基督
的人的角度來聽這段經節的時候，是否會覺得耶穌所說的這些話
，有一點令人難以置信?
其實，耶穌的話，時常都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認真好好的
去想，一個人，一個普通人如果講出這些話，他不可能成為一位
好的導師。一個人如果講了這些話，大多數的人一定會認為他是
一個瘋子，不是嗎? 所以，當有許多人說耶穌基督只是一位好老
師、好師父、好拉比，不可能。我們的選擇只有兩個，就是一，
承認耶穌真的是基督，真的是上帝的獨生子，人類的救主，或二
，耶穌是一個瘋子。這沒有中間地帶的。因為耶穌給我們的選擇
，就是這兩個而已。他所說過的話，只有給我們兩種選擇，如果
他不是上帝的獨生子，就是一個瘋子。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人若吃了就永遠不死。耶穌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之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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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這句話， “
我是生命的糧”，雖然我們聽多了，可是，這句話對那時候聽的
人來講，是多麼的有爭議，有挑戰性的。兩千年後，雖然我們聽
多了，我們要反省，我們真的有這樣想嗎? 我們真的是相信嗎?
耶穌說，我是生命的糧，我們真的是相信嗎?
在座的兄弟姊妹，我想大部分是相信的，因為我們常常提
到，常常在聖詩上唱到。可是，當我們承認耶穌基督是生命的糧
，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是一種隱喻，所以需要我們時常提醒自己
。上星期，我提到三點。一，當耶穌說他是生命的糧，他說的很
有可能不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很有可能是在說以後會發生的祝
福。想到祝福的時候，我們人的本能反應就是會去想以前的事情
，去懷舊。但是當耶穌說他是生命的糧，很有可能是在跟我們講
以後會發生的祝福。二，生命的糧不是在世界上可以找到的，生
命的糧一定是從天上下來的，是從上帝那裡來的。連樹木都知道
，當我們需要生命的時候，一定要望天。當我們需要力氣的時候
，一定要望天。三，天上的糧，生命的糧，耶穌說，這是永遠的
。因為世界的東西是不會給我們帶來滿足，都是暫時的。只有天
上的糧是永遠的。
在今天的經節當中，耶穌又說，我是生命的糧。我們來繼
續思考這一個題目，生命之糧，我希望兄姊思考以下三點。
一，雖然有時候會忘記，生命之糧是我們最喜愛的
二，雖然有時候會忘記，生命之糧是我們最需要的
三，就是因為是我們最喜愛的，最需要的，生命之糧
才能給我們帶來好的改變。

消息報告：
1
2
3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
暑期(78月)主日聚會為中午12點， 請留意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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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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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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am3:00 pm. 請兄姐們預留時間來參加與支持。 謝謝!
4 8/1的大紐約區壘球比賽，本會獲得A組與C組的第二名，感 謝
所有球員的辛勞及參與此事工的兄姊，尤其是林又堅、陳叔 承、黃晉
文、魏淑玲。
5 8/16 主日禮拜後 成人主日學將邀請陳淑娟教授演講 [紐澤西州
台灣話的調查研究:一個移民家庭的調查分析], 時間為下午1:30
請留步參加。本會將提供簡單餐點。

小會公告：
1 今年Aug 16Aug 22，SKY將前往Avery County Habitat for
Humanity –Newland, NC，作為期七天的暑期短宣。
參加者為：

Rev. Paul La Montagne
Darren Ochs
Chandler Ochs
Andrew Chang
Madeline Chen
Beverly Chen
Christine Su
Jonathan Chuang
Anthony Chuang
2、今天因為地主教會使用二樓，SKY 禮拜在地下室，請兄
姊留在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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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因運動腳受傷而開刀的YiJiun (為我們聖歌隊吹小喇叭的
RU 學生)迫切禱告，求主與他同在、扶持他、醫治他、讓
他
能順利恢復健康。

出席與奉獻

(8/2/2015)

：

台語禮拜
出 席

英語禮拜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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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 4,025.00

$554.00

特別奉獻

Retreat
$3,030.00

SKY Mission
$142.00

。

補充報告： 7/26 奉獻 $11, 625.00 (暑期靈修會)

聖工分配
本
週
(8/9/2015)
林美瑛

下
週
(8/16/2015)
陳玫麗

司 會/ 報 告

楊英才

楊英才

值日長執

Christine
Tim Lin
蘇添貴

Christine
Tim Lin
蘇添貴

李梓義

李梓義

司

琴

來

賓

司

獻

陳叔承
賴文義

許史青
蘇添貴

招待家庭

劉怡和

余秀美

清點奉獻
育 嬰
整 理

孫淑真 廖愛信
Sonya
值日長執

陳叔承
賴文義
劉怡和

經節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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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美

孫淑真 廖愛信
Agatha
值日長執

每日讀經 (8/9‑8/15/2015)
日期

許史青
蘇添貴

8/9

約翰 6:35, 41-51

什麼是生命的米糧？

8/10

以弗所 4:25‐5:2

什麼可以幫助你生氣但不致於入罪?

8/11

詩篇 34:1‐8

信靠上帝對你來說是什麼意義？

8/12

列王上19:4‐8

從這段經節，你學到在人生的旅途上
被扶持的經驗嗎？

8/13

詩篇 139:1‐11

你如何能經歷人生的黑暗期，而不被黑
暗遮蓋？

8/14

創世記 28:10‐19a

對你來說，不被上帝離棄是什麼意思？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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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9

主日
禮拜

12AM
1:15PM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8/16

主日
禮拜

12AM
1:15PM

謝敏川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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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