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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黃晉文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 pm                                                                          September 13,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智慧在路上(lō͘téng)在呼叫

 眾 著(tioh̍)聽我的話來活

      司 基督呼召(hōtiàu)教會

 眾：著(tioh̍)舉(giâ)起十字架來跟從(kintòe)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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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e and Come to Jesus                             
Arr. by Patti Drennan

聖歌隊

Come,  ye  sinners,  poor  and  needy, weak  and wounded,  sick  and 
sore;
Jesus ready stand to save you, full of pity, love and power.

(Refrain)
Arise and come to Jesus; He'll embrace you in His arms;
In the arms of our dear Savior, O there are ten thousand charms.

Come, ye thirsty, come and welcome, God's free bounty glorify;
True belief and true repentance, every grace that brings you nigh.

Come, ye weary, heavy laden, lost and ruined by the fall;
If you tarry till you're better, you will never come at all.
Blessed  are  the  eyes  that  see  Him,  blest  are  ears  that  hear  His 
voice.
Blessed are the souls that trust Him and in Him alone rej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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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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憐憫的天父上帝，阮向祢告白 承認阮無順趁祢的道路來行 阮
保護阮所疼的，疏忽(so͘hut)那些(hiahê)祢所疼的。阮保存家己的生
活方式，閣損害別人來利益自己。恩典的上帝阿，求祢赦免阮，通
過阮的主耶穌基督，顯明阮人生道路的錯誤，引導阮倒轉去祢公義
、公正、閣平安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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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738 (新約：藍:  p 49 ,  紅p 70, 棕p 70)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揹起十字架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16 道成肉身來出世

認信獻身 (Affirming our Faith and Dedication)                  
     奉獻 (Offering)       

奉獻詩* 新聖詩 #382 (v.4)  ，舊聖詩3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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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4  有一項事實在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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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起十字架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經節： 馬可8: 2738 時間： 9/13/2015

首先，假設耶穌今天來到我們這時代，而我們到了以色列地區
。有一天，耶穌和你與其他幾個門徒一起出去，"往凱撒利亞•腓立比
村莊去；在路上問你們說：「人說我是誰？」，其中跟你一起出去的
一位門徒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
先知裡的一位。」然後，耶穌問你說，「你們說我是誰？」"    我請問
，你會如何回答?  在下面空白的地方寫下你的回答，以你現在的情況
回答，你會說耶穌是誰?


我們所做的，就是今天耶穌要求那些門徒要去思想的問題。我

們今天讀到這段經節。可是我們了解，這段經節不好接受。我每一次
靈修讀到這段經節的時後，都一定會慢下來，慢慢的看，慢慢的讀，
慢慢的去吸收。尤其是以那時候那十二個門徒的角色來讀。因為這一
段經節所提到的耶穌，是一位必須受許多苦的，是被長老祭司長和文
士棄絕，並且被殺的人子。雖然以我們現在的處境來看，我們知道為
什麼耶穌會這樣講。一個會讀經節的人不只會以我們現在的生活角度
去讀聖經，也會把我們自己放到那一個時代，甚至於把自己放在這一
件事情發生的那時候。所以當我每一次讀這一段經節的時候，我就會
把我自己以彼得的角度來看。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就一定會看到要
接受這一段經節所說的，實在是有困難。

可是，這一段經節其實是在馬可福音裡一段非常重要的經節。
這段經節是馬可福音從上半段到下半段的轉折(transition) 若以聖經學
家的角度來看馬可8:2730，上面我們思想的那段經文，就是馬可福音
的下半段的開始。因為這裡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第一，就是耶穌與門徒出來的目標。之前，耶穌都是在民間裡
工作 在加利利一帶。不過上個禮拜我們看到耶穌就跑到推羅西頓那
裡去了。雖然這些地方有些有錢人，但是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百姓，
沒有政治 或宗教的大人物。然而今天的經節裡，馬可提到了耶穌與
門徒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去。該撒利亞腓立比又是什麼地方呢? 
該撒利亞腓立比是以色列北邊的一個大地方 算是以色列邊界的一個
重要村莊。不只這樣，也是西律腓立比的管轄地。大家還記得西律這
一種人物是做什麼的嗎?  當羅馬佔領了以色列以後，該撒知道他一個
人無法管理他所有的地。所以在每一個地方都會建立一個  “王”  雖然
名義上是一個王，但是所有的決定權，還是由羅馬人來決定。所以當
王的這一些人，在以色列地帶就叫西律。該撒就會給這些西律一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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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買他們的忠心。而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就是西律腓立比的贈地
。西律通常都是猶太人，因為該撒認為以猶太人去管猶太人比較好。
所以西律雖然有權力，但是在背後，都會被猶太人罵得很慘，因為他
出賣了自己人。所以當耶穌帶他的門徒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去的
意思，也就是要跟我們讀者講，我的傳福音範圍要改了。要從農民阿
商人阿，這些普通的百姓改到政治人物與重要人物了。

第二件重要事情發生 就是彼得對耶穌所問的問題， 你說我
是誰? 來回答。彼得是如何回答?  他說， 你是基督 。這裡呢，我
們看到了，就是第一次任何人承認耶穌基督是基督，也就是彌賽亞。
人這樣稱呼耶穌是從這一個地方開始的。所以馬可要記載一個人對耶
穌所了解的角色上的改變。在這裡之前，我們都沒有看到這一個名稱
。之前，通常都是以神的兒子，主耶穌的稱呼。如果我們回去馬可第
一章就可以看到，在1到11節，有兩次馬可形容耶穌為神的兒子。

馬可的前半段，門徒都以耶穌是神的愛子去看耶穌。所以當耶
穌醫治病人，趕鬼，讓人死裡復活的時候，門徒都一定會接受。這一
些事情都是在神的兒子該扮的角色範圍之內，所以對門徒來講，都沒
問題。可是到這裡以後，就會開始改變了。當彼得回答說，耶穌是基
督，是彌賽亞的時候，耶穌扮演的角色就變了。為什麼?  耶穌自己說
了 馬可  8:31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
長和文士棄絕 並且被殺 過三天復活。”  當彌賽亞是必須受苦的，需
要被人棄絕，代替人贖罪的。所以耶穌當彌賽亞的話，也就是表明他
會被棄絕，被人殺害。

彼得的反應是什麼呢? 他無法接受，馬可 8:32 “耶穌明明的說
這話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 為什麼他會不接受耶穌所說的呢?

其實，我們不也是一樣嗎。我們接受耶穌基督，開開心心的，
也就好了。想說這就完全我們該做的事情了。可是馬可提醒我們，這
只是我們的故事的一半而已。我們有另外一半，我們也會跟耶穌基督
一樣，我們的生活上也會受苦。

我剛才請大家在週報上回答一個問題，現在請大家在把它拿出
來。我問的問題就是， 對我來講，耶穌是誰?   大家看一看你們是怎
麼回答的。我知道，我們大家的回答都可能不太一樣。有可能會回答: 
救主，主，老師，朋友，彌賽亞

我們要記得，耶穌當彌賽亞是要受苦的，是要為世人犧牲的。
所以我們當基督徒的，也不可以想說我當一半就好了。我當前一半，
所有事情都很順利，後一半就不去管了。不對，我們當基督徒的，也
要為世人犧牲，也要為世人受苦。因為在今天的經節裡，耶穌  “叫眾
人和門徒來 對他們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揹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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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耶穌要求我們一起與他
揹起十字架。對，是不簡單，但是我們沒有孤單，因為耶穌基督已經
在前面替我們打開了這一條路。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揹起十字架呢?
一，我們不是宇宙的中心點

二，因為這世界上，有被迫正在受苦的人

三，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承擔耶穌上十字架的痛苦的責任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禮拜後請到樓上享用茶點並交誼。
2. 本週成人主日學，由Sky短宣隊於Fellowship  Hall分享暑期短宣

。下週是"講道座談" 在Chapel，由黃景彬牧師主持。
3. 若您想購買教會的新聖詩，請今天向陳蓓蓉長老登記
4. 教會辦公室整理個人聯絡處，請到公告欄查看你的聯絡處是否

正確。若有錯誤，請改正，今天是截止日期，謝謝合作。 
5.   9/19  (六) 校園事工將與RU研究生同學會合辦採蘋果活動，上

午10點到中午，地點: Cider Mill Farm, 19 Kings Street, Oldwick, 
NJ  08858.  歡迎向叔承報名參加。採完蘋果後，請參加由家庭
團契所舉辦的午餐(1pm)和餐後保齡球交誼 在文川長老處 歡
迎向建勳兄或文傑兄報名

6. 9/27 (日)下午 TKC 將在本會舉辦M&M (Music & Message) 活動
，請大家預留時間，並邀請朋友參加。(詳情將再公佈)

7. 10/4  (日)  是世界共同聖餐日，本會將與NBPC聯合聚會，禮拜
時間是上午11點，請記得聚會的時間與往常不同。

8. 10/10 (六), 10:00 am  3:00 pm; 本會邀請Prof. Elsie McKee 來主
持有關加爾文事記與他的神學的講座，題目是"In  the  Footsteps 
of Calvin"，請預留時間來參加。

9. 長老教會婦女東北大會將於10/2310/24在Stony  Point,  NY召開
領袖訓練會議。不留宿的，只需繳$40報名費加上每餐$10，意
者請向李淑真姐或魏淑玲姐報名並洽詳情。(報名表在公佈欄)

小會公告：     
1. 今天小會開會，請小會會員出席。

主內交通與代禱：

1. 請為本會將來的方向與需要迫切禱告，求主來帶領。

2. 請為因運動腳受傷而開刀的高翊鈞(為我們聖歌隊吹小喇叭的

RU    學生)  迫切禱告，求主繼續與他同在、扶持他、醫治他、

讓他能順利恢復健康。

3. 請為李昭瑩姐手臂受傷的復健代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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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1. 大紐約區台灣教會聯誼會與台灣宣教基金會為慶祝台灣宣教
150  週年，將於9/26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行慶祝會。門票全免，
採自由 奉獻。有興趣者，請向辦公室索取門票。憑票入場。
活動：1) 入台宣教歷史圖展：10am8pm (錫安教會)

2) 台灣宣教150週年慶典：1:30 pm4:30 pm (台灣會館)
            3) 台灣宣教150週年紀念晚餐：5 pm7pm (錫安教會)

 錫安教會：14311 Roosevelt Ave., Flushing , NY 11354
 台灣會館：13744 Northe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生活充實俱樂部：
9/16    李銘城老師  "捏麵藝術工作坊" 
9/23    陳師孟教授  "從柯P與小英談台灣獨立的前景"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9/13)
主  理
(9/20) 地    點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劉怡和 廖愛信 Chapel

日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30pm

短宣
分享

"講道座談" Fellowship Hall / 
Chapel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TKC 2:45pm
5pm 查經 Q Place Basement

Room 1

日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9/17)
黃文秀
何西阿12

(9/24)
李智惠
何西阿13

Board
Room

五 

(9/18)
分區
查經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al

Princeton

主理
廖愛信

劉怡和

林繼義

經文
約翰壹書
1:12:6

約翰壹書
2:73:10
約翰壹書
1:12:6

招待家庭
清一與愛信家
7325003658
怡和與秀美家
7329229689
陳蓓蓉家

609921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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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

本　　　週
(9/13//2015)

下　　  週
(9/20//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黃晉文 黃晉文

值 日 長 執 陳美雲     莊志維 陳美雲     莊志維

來      賓 白建信 白建信

司      獻 莊志維      梁慶弘

洪潔君      賴文義

莊志維      梁慶弘

洪潔君      賴文義

招 待 家 庭 劉斌碩      李淑真 劉斌碩      李淑真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餐       點 廖愛信 孫淑真

育      嬰 Sonya Cynthia
整      理 張文傑      林主中 劉斌碩      EM

出席與奉獻  (9/06/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92 25

奉   獻 $3678.00 $647.00

每日讀經 (9/139/19/20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9/13 馬可 8:2738 思想神聖的事是什麼意思?

9/14 箴言  31:1031 從這經節你學到該如何作一個關係
(relationship)中的夥伴?

9/15 詩篇 1 日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是什麼意思?
9/16 雅各 3:135:3, 78a 你如何從上面得智慧?
9/17 詩篇 43 什麼方法可使你信靠上帝?
9/18 帖前 2:913 你如何過一個"配得神"的生活?
9/19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