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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陳美雲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
1:00 pm                                                                                       October 11,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誰會得(ē‐tit)稱作好的？
眾 無一個 好ē  獨獨上帝若定。
司 這樣(án‐ne)誰有希望得救？
眾：在(chāi)上帝萬事攏會。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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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73 至尊的主宰 ，上帝是聖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Alleluia! Praise with Glad Music                            聖歌隊
by Joseph Martin

(Refrain)
Alleluia! Praise with glad music.
Alleluia! Sing to the Lord,
Alleluia! Raise the hosanna. Let the joy of the Lord be restored!
Alleluia! Sing with thanksgiving!
Alleluia! Sing and rejoice!
Alleluia! Praise is beginning! Make a jubilant noise.
Praise the Lord with music.
Worship God with singing.
Shout with loud thanksgiving!
Let all with breath proclaim the Lord!
God has been faithful!
God's grace sustains us.
God's love forever lives.
God's Word is true!
God is our fortress, God is our strength.
God is our cornerstone. He is God alone.
God's love forever endure.
God's mercy is eternal.
God's Word of hope will resound forever more!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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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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活的上帝，阮承認阮沒找尋(cháu‐chhē)祢的旨意。祢顯示(hián‐sī) 
給阮什麼是好，阮卻(soah)猶原(iû‐goân)受罪惡綑縛(khún‐pak̍)   祢已
經豐豐富富供應(kiong‐èng)阮 但是阮只有欲(beh)愛錢財ē滿足。恩
典滿滿的上帝，請祢赦免阮。  通過主耶穌基督，用祢的話的大能力
，幫助阮除去ㄧ切的虛假(hi‐ké)，使阮的心向(ng)新生命打開。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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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31  (新約：藍:  p 52,  紅p 74, 棕p 74)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在人是不能 ，在 神卻不然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80 啊! 對主耶穌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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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見p7, 週報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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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7 全能天父是萬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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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是不能 ，在 神卻不然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經節：馬可10:17‐31        時間： 10/11/2015

有一位寶石專家坐飛機要去參加一個會議(conference)。在飛機
上坐在一位婦女的旁邊。這位婦女手指上帶了一個非常大顆的鑽石戒
指。這位寶石專家很好奇，自我介紹之後就問這位婦女說， "我看到你
的戒指，很漂亮。我是一位寶石專家，所以我有興趣聽一聽這一顆鑽
石的故事。" 這位女士就回答說，  "喔! 這一顆鑽石的名字就叫作  '張先
生'鑽石。在全世界算是比較大的鑽石，非常漂亮，非常亮。但是，這
顆鑽石雖然漂亮，它卻帶來一個很不幸的咒詛 "  這位寶石專家就更好
奇了，又問，  "是什麼樣的咒詛?"  這位女士就深深嘆一口氣，回答說
，  "就是張先生。" 冠芬不在場，要不然她可能會重新考慮她手指上那
一個戒指。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但是正經來講，價值高的東西，時常都會
帶來咒詛。什麼樣的咒詛呢? 就是價值高的東西，很可能會  “steal  our 
hearts,  steal  our  souls.” 今天的經節裡，這一個人可能就是被錢財給誘
惑了。他從小遵守法規，不偷盜，不做假見證，孝敬父母。他也對耶
穌很尊敬，問耶穌又對又好的問題。他懂法規，懂耶穌的教導。但是
，最後，他無法  "賣他所有的，分給窮人。" 他無法脫離錢財的咒詛。
這一段經節的結論是什麼? 這一個人真的有那麼壞嗎?

真實來講，這一個人也不算不好。我們有讀到，耶穌跟他講話
不到幾分鐘，馬可就說，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 這看起來不像是對
一個壞人的反應。我們也應該要記得，這一個人看到的耶穌，還沒有
從死裡復活。對這一個人來講，耶穌只是一位新來的拉比，他稱呼耶
穌為夫子。這耶穌對他來講，是一位有很好的信息，很好的教導的人
而已，還不是基督。如果我們從負面來看這一個人，可能會錯失一些
重要的教導。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來好好看這一個人良好的品格。但
也要看他做不對的地方。

首先，我們來看他好在那裡?
一，他有勇氣

二，他很謙卑

三，他看重他的信仰與宗教

他那裡不對?
一，他太看重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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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太看重錢財

三，他離開耶穌

出席與奉獻  (10/04/2015)

     聯合禮拜 特別奉獻

出   席 98 Sky Mission $166.00

奉   獻 $3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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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成人主日學由朱潔嵐主講  "Enjoy  life‐long  learning, 一世人

歡喜 de 學" 下週是"講道座談" ，由黃景彬牧師主持。
3. 請留意，婦女查經已從9/29 起，改為每週二上午10:00，謝謝!
4. 10/17(六)家庭團契將舉辦賞楓郊遊 地點:  Bear  Mountain  State 

Park,  NY.  邀請所有團契及兄姊參加 10:00am在Bear  Mountain 
Inn  門口集合 10:30am開始健行，建信兄領隊 請儘量car 
pool Parking : 每輛車$8 (Cash Only)   請向建信兄和文傑兄(732‐
233‐4937)報名  當天緊急聯絡請撥732‐233‐4937  詳細資料及地
圖請向文傑兄索取  謝謝!

5. NB 中會婦女會將於10/17(六) 9:30am‐2:00pm舉辦秋季聚會，地
點在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Yardville,  NJ.   主題是"Having 
Fun with Mission", 費用$5. 有興趣加入carpool的, 請向魏淑玲姐
或李昭瑩姐報名。

6. 長老教會婦女東北大會將於10/23‐1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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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實俱樂部：

1. 10/14李清澤教授  "從氣(Energy)的角度來學習個人身心的成長"
2. 10/21  Ms.  Consuelo  Bosque,  Counselor,   NJ  Middlesex  County 

Office  of  Aging  &  Disabled  Services  "Medicare  Supplement 
Insurance (Medigap) Plans & other 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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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禱告，求主繼續與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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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治他、讓他能恢復健康，並施恩惠供應他的醫療費用。
3. 請為李昭瑩姐手臂受傷的復健代禱，謝謝！
4. 詩班指揮沈新欽兄於9/29(二)接受心血管支架手術，目前復原

情況良好，請為他的完全康復代禱。
5. 雅清姐的父親因腸胃感染住院，需要治療一段時間，請為醫生

診療的智慧、她的母親照顧的辛勞與父親能迅速康復，迫切代
禱!  

聖工分配 :

本   週
(10/11/2015)

下　　  週
(10/18/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陳美雲 陳美雲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陳叔承 陳蓓蓉     陳叔承

來      賓 鍾崇仁 鍾崇仁

司      獻 蘇添貴      陳叔承
劉麗玲      邱瀚賢

蘇添貴      陳叔承
劉麗玲      邱瀚賢

招 待 家 庭 蘇添貴      孫淑真 蘇添貴      孫淑真

清 點 奉 獻 黃再蘭      林珍珠 黃再蘭      林珍珠

餐       點 蔡申怡 李淑文

育      嬰 Agatha Cynthia

整      理 陳毓盛     邱瀚賢 黃民安     李梓義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0/11)
主  理
(10/18) 地    點

日 主 日 11:00am‐ 楊英才 魏淑玲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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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禱會 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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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潔嵐 講道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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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座談

Basement
Rm 1 / Chapel 

日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10/13)
陳玫麗

(阿摩司1)

(10/20)
吳曼麗

(阿摩司2)

Board
Room

五 

(10/16)

分區
查經

8pm‐10pm
Bridgewater

Princeton

Windsor

主理

蘇添貴

張文傑

蘇英世

經文

約翰壹書
3:11‐4:6

約翰壹書
3:11‐4:6
I‐III約翰
Intro;

約翰壹書
1 ‐ 3:10

招待家庭

添貴與淑真家
732‐412‐6630

繼義與曼麗家
908‐874‐4609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每日讀經 (10/11‐10/17/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0/1
1 馬可 10:17‐31 為什麼進神的國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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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 以賽亞 25:6‐9 神如何擦去你的、或你所愛的人的眼淚？

10/1
3 詩篇 24 對你而言，"見神的面"是什麼意思？

10/1
4 啟示錄 21:1‐6a 你曾如何經歷過神與你同在並擦去你的眼

淚？

10/1
5 詩篇 99 "宣告神的崇高偉大"是什麼意思?

10/1
6 以賽亞 45:1‐7 按照這經節所描述，你如何看你和上帝

的關係?
10/1
7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主禱文"
「阮佇天裡的父， 願祢的名聖，

祢的國臨到，祢的旨意得成，佇地裡親像佇天裡。

阮的日食 今仔日互阮，

赦免阮的辜負，親向阮亦有赦免辜負阮的人。

莫得導阮入佇試， 著救阮脫離彼個歹的，

因為國 、權能、榮光攏是祢所有， 代代無盡。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