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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楊英才長老     證道：謝敏川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2:00 Noon                                                                 August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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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著全心全意來感謝上帝，

 眾 上帝所做的聖工是這麼(chiah nih)偉大!

      司 上帝是滿有尊貴與慈悲。

 眾：日日養賜咱。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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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0  聖父上帝惦天頂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The heart worships                             by Gustav Holst
                                                        女高音獨唱      賴佩芬

                    
Silence in Heav'n
Silence on Earth
Silence within!
Thy hush, O Lord,
O'er all the world covers the din
I do not fear to speak of thee in mortal kind
And yet to all thy namelessness 
I am not blind.
Only I need and kneel again
Thy touch to win;
Silence in Heav'n
Silence on earth
Silence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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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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憐憫的上帝，阮承認阮無'照祢的旨意去行(kiân) 祢將智慧賞賜阮，
阮卻繼續過愚憨(göng)的日子。祢將活命的米糧賞賜阮，阮卻堅持
過行(kiân)向死亡的生活。仁慈的上帝啊，懇求祢赦免阮，幫助阮好
好用祢所賞賜阮的生命，通佇全世界來榮光祢的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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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上2:1012 3:314  (舊約：藍: p362   , 紅p 400  , 棕p400)
              以弗所 5:1520  (新約：藍:  p 222   , 紅p 300   , 棕p 30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何謂"智慧的人"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93 上帝所賜活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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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智慧的人                                   證道者：謝敏川牧師

經節：王上2 10~12 3 3~14，弗5 15~20                                                                     
 時間： 8/16/2015

序：

今日聖經課(Lechonary)宣示大衛王朝之終止，所羅門王朝的開始；

一般人因所羅門他神奇的故事和智慧的教訓，認為他是優秀的好王；

但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位表面上完美的人有他黑暗的一面，就如今日

的富二代，享受其父大衛血汗打造出來的國泰民安、國運昌隆、過着

榮華奢侈的生活。上帝所賜的智慧用於吟詩作樂、熱閙的慶典，周旋

於700位妃(wives)及300位嬪 (concubines)的華服美食中(馬太6 29)，為

這些女人所帶來的神明建廟舉祭。上帝曾二次在他的夢中警戒他，而

他却不理會(王上11 110)，導至他死後造成國家的分裂。

他向上帝祈求成為有智慧的人，智慧和智識不同，所謂的智識分子代

表有學問、受過學術性造就的人。有智慧的人到底是何種的人？保羅

這段經文以三種簡潔對照來說明智慧的人(wise)與沒智慧的人(unwise)

I、智慧的人行事為人謹慎

智慧沒有形狀，它藉着生活行事顯露出來，行事謹慎的人就是智慧

的人。他們在生活上謹慎、細心，頗具思考力 具有分別所處環境、是

非、善惡、理性、時機等能力，也清楚自己的有限與缺乏 基督徒處在

這時代如同羊在群狼中，如果羊還欠缺危機感而不知小心儆醒地生活

，真是愚味的人。為什麼所羅門王求智慧得到上帝的喜悅呢？因他終

於認識到自己如同小孩(幼童)，缺乏智慧來治理這麽多的人民、處理複

雜的國事，正如被認為有智慧的哲人蘇格拉底的名言”認識你自己”。現

代人常常瘋狂地追求空洞的幻想，自己不知道缺乏什麽，所追求的非

自己所需，沒有真實的抱負。

II、愛惜光陰就是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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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用希臘語的愛惜(Exagorazomenoi)原意是贖回或買回

(Buying Back)，過去的時光已經浪費了，如今應加倍努力補贖回來

，Phillips英譯版這句應譯為「不管時機何等的困難都要把你的時光盡

其善用(歌4 5)」，把過去白白浪費的補贖回來。生命的每一刻都是主

所賜，應當充分利用，以現有的每一機會加倍事奉主，向世人見証，

傳播基督的真理，因為時代險惡，不可使為主見証的寶貴良機，從你

手中溜走。為什麼要比以前加倍努力善用時光？

1) 這時代邪惡，少有機會行上帝所喜悅的事。不要成為只顧從今世的

愚味人(路12 20)
2) 上帝恩典的門快關了，因主快要再臨了，主再來時就是審判時刻，

醉茫茫虛度光陰不是智慧的人。

III、明白主的旨意者為智者，不要糊塗

所羅門王献祭、禮拜、祈禱得到智慧，認識自己，知道所享受的

祝福，是因其父大衛愛神、愛人所蔭庇的 (台語致蔭)。明白所享恩賜

，上帝的心意，乃藉着其所得的來祝福其百姓。可惜他的人生還是順

服自己的心意、順從肉體的情慾，不理會、不明白主的心意，成為糊

塗人(unwise)(弗5 17)(王上3 1~14)。什麽是糊塗？做事不用心，沒目

標，不明事理，只憑感覺衝動，像酒醉的人心智麻木不仁，昏迷失去

理智和準確性，使人放蕩、張狂而無知。保羅說要給聖靈充滿，因為

被聖靈充滿的人，對於罪惡和上帝的旨意更加清醒，更有屬靈的智慧

，行事較一般人更謹慎而不放蕩，更會愛惜光陰。主的道所充滿的人

必結出各樣的智慧果實，使人能看透萬事 (林前2 15)(哥羅西3 16)。
所羅門王的心被酒色充滿，約櫃和會幕在耶路撤冷，本是他會見上帝

的埸所，他卻到基遍 (以前迦南人献祭給他們神明的邱壇)献上犧牲一

千作燔祭後，知道不對，再到耶路撤冷耶和華的約櫃前，献燔祭和平

安祭，(前Princeton神學院蕭俊良教授說所羅門王立了壞的案例)

結論：總而言之，所羅門王的故事，使我們看到人性的弱點，真正遵

守上帝的道，才能使人有智慧，在生活上榮神益人。

消息報告：

1 感謝今天證道的謝牧師，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今天因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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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請兄姊留下。

2 暑期主日聚會為中午12點， 請留意聚會時間。

3 今天禮拜後，成人主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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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22 （六）是本教會ㄧ年ㄧ度的迎新餐會，地點在教會二樓
，10:00am3:00pm。今年的聚會將與台灣同鄉會聯合舉辦，請
兄姐們踴躍參加並且幫忙準備餐飲，能夠幫忙的請與叔承聯絡
，7325483273 email Shu [scchen@optonline.net]謝謝支持！ 

       5 校園事工將繼續收集廚具和小家電等生活用品，並且歡迎新 同
工和 host family ㄧ起服事，意者請洽又堅和叔承。

       6、本會將於9/6結束暑期作息時間表，恢復一般作息，11am 早 禱
，聖歌隊練習11:30am 1pm禮拜，下午的活動也將很快進` 入常軌。
      
 小會公告：     
       1 今年Aug 16Aug 22 SK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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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emy Rodriguez 
       2 本會聘請陳叔承姊為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及Connie 

Chen 為聖歌隊伴奏。任職從9/1/2015開始。自9/1起，任何與
教會辦公室有關的事，請找叔承姊。

       3 因Rev. Paul La Montagne今晨帶領SKY 去NC作暑期短宣，今 天
黃牧師在SKY 講道，台語部由謝敏川牧師證道。謝謝他。
       4 9/12長執同工會 9am12noon，備有中餐，請長執同工預留時間

參加。

代禱事項：
1 請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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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蘇迪勒颱風帶給台灣的   
重創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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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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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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為本會SKY的mission trip 禱告，求主照顧他們平安、一切

 順利

出席與奉獻  (8/9/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113 29

奉   獻 $ 2,381.00 $193.00

特別奉獻
Retreat 

  $1,480.00

聖工分配 

本　　　週
(8/16/2015)

下　　  週
(8/23/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楊英才 楊英才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Tim  Lin
劉麗玲

Christine
Tim  Lin
賴文義

來      賓 李梓義 李梓義

司      獻         陳叔承      許史青
        賴文義      蘇添貴

         陳叔承      許史青
         賴文義      蘇添貴

招 待 家 庭 劉怡和    余秀美 劉怡和    余秀美

清 點 奉 獻 孫淑真   廖愛信 孫淑真   廖愛信

育      嬰 Agatha Cynthia
整      理 值 日 長 執 值 日 長 執

每日讀經 (8/168/22/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8/16 約翰 6:5158 這章節如何教導你建立永遠持續 的宣
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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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以弗所 5:1520 你如何知道你被聖靈充滿？

8/18 詩篇  111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對你是何
意義？

8/19 列王上 2:1012, 
3:314

從這經節你學到如何當一個智慧的領導
者嗎？

8/20 羅馬 8:1225 你如何與這個世間受造物一起成長？

8/21 詩篇 105:111 不斷尋見上帝，對你有何意義？

8/22 自選 今天上帝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暑期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理 地    點

日
8/16

日
8/23

主 日
禮 拜

主 日
禮 拜

12AM
1:15PM 

12AM
1:15PM

謝敏川

黃景彬

Sanctuary

Sanctu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