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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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獨獨主上帝是咱的避難(pī‐lān)所
眾 上帝是咱居住(khiā‐khí)的所在。

司 當求叫上帝的名

眾：咱的救恩按(àn)上帝遐(hia)來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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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72 阮愛上帝聖殿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咱著來吟詩                  聖歌隊

咱著來吟詩，吟詩謳咾耶和華，
咱著來吟詩，吟詩謳咾耶和華，
著出大歡喜的聲，著出大歡喜的聲，
謳咾拯救咱的石磐，謳咾拯救咱的石磐。

咱相及到主的面前，咱相及到主的面前，
感謝恩典，感謝恩典，感謝恩典，謳咾。
咱相及到主的面前，咱相及到主的面前，
感謝恩典，感謝恩典，感謝恩典，謳咾。
因為主上帝極大，萬王的王，上帝極大，
萬王的王，萬主的主上帝。祂之手扶地面四角，
地面上之四角頭，又大山之堅固，攏是歸屬上帝。

咱著來吟詩，吟詩謳咾主上帝，
咱著來吟詩，吟詩謳咾主上帝，
著出大歡喜的聲，著出大歡喜的聲，
謳咾拯救咱的石磐，謳咾拯救咱的石磐。
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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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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企圖(siàu‐
siūⁿ)要(be)征服(cheng‐hok̍)祢一切的創造 總是不能(bē‐tàng)了解祢設
計的奧妙 阮要(be)分享祢榮耀的冕旒(bián‐liû)，卻(khiok)無能力承
擔(sêng‐tam)十字架的憂傷。恩典的主上帝，求祢赦免阮!  通過主耶
穌基督，救阮脫離自我 賞賜阮謙卑的心志，來全心信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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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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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梅戛行動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151 主 我愛就近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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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8 心靈日頭，主，我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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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梅戛行動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經節：馬可10:35‐45        時間： 10/18/2015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台灣教會如何自己取名?  許多都是用路或
區域的名字。像我以前的教會，國光長老教會，是在台中國光路附近
，國光國小對面。南門長老教會，東門長老教會，都是在那個城市的
南門區，或東門區。在美國呢?  在美國的教會，許多都是像以下這樣
取名的。若是在一個城市裡面的第一間長老教會 就會叫作第一長老教
會，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我以前在一間Firs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Ventura，就是'萬縣第一衛理公會'做副牧。那間教會就是萬
土拉的第一間衛理公會。之後，就會有第二長老教會，第三長老教會
。你知道嗎? 在Indianapolis，有一間第十二長老教會。這樣的取名好像
沒有什麼想像力。其實，在這種環境當下，當第一的，是可以有一點
點驕傲(Pride)，因為是第一間。有時候，有些教會如果不是第一間的
，他們就不會用數目來取名。

在Dayton,  Ohio那裡，有一間浸信會的教會，開拓牧師是Rev. 
Ward  (佤德牧師)。他給他的教會取一個滿有趣的名字，叫做俄梅戛浸
信會。為什麼叫俄梅戛? 俄梅戛是什麼意思呢? 在啟示錄一章八節的地
方，使徒約翰有記載，  “主　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
拉法，俄梅戛：是希臘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全能者。」” 阿拉法是希臘文的第一個字母。俄梅戛呢? 就是希臘文的
最後一個字母。所以這一間教會用俄梅戛當名字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
他們不要當第一，他們要作最後的。也就是說，他們要當最後一個浸
信會。

比賽當最後的，這跟我們平常生活的想法是很不一樣的。或是
像耶穌今天說的，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都是反主流
文化的。從小，父母都說，要比賽，就要盡力拿第一，得到金牌。要
讀書，就要拿最好的成績。要做，就要盡力做到最好。這一種教育，
我們都很清楚，因為都聽過 經驗過。

在今天的經節裡，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
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這種請求，不就是表明，我們兩個如果要跟從耶穌的話，就要當最好
的門徒 要當個坐在耶穌兩旁的門徒。這種的雄心，有什麼不好?

耶穌的回答是什麼?  他並沒有說雅各與約翰的請求不對，也沒
有責怪他們。所以坐在耶穌的右邊，左邊，並不是不可以。但是，要
坐在耶穌的兩旁，不是耶穌說好，就算的。耶穌的回答，和耶穌與這
兩兄弟的對話，值得我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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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穌說，  “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所喝的杯，你們能
喝嗎？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嗎？”
杯與受的洗，是什麼意思?   受洗通常是  “清潔”的意思，還有其
他的意思嗎?  這就是耶穌要我們願意做的。

二，雅各與約翰兩個都說， “我們能”
耶穌要我們願意。我們什麼時候願意? 就是受洗的時候。

三，耶穌說，  “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
要受”
願意之後，真的會發生。這裡的意思是理所當然，自然發生的
。原因不是在於神，是在於世界 (人，自然)

四，耶穌說，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為誰
預備的，就賜給誰 ”
坐在耶穌的兩旁，不是可以去得到的。是恩典，是神的權力去
決定的。這兩個位子是我們認為不錯的 有榮耀性的位子。可
是有時候，卻不是。 (馬可15:27)
在神的眼裡，沒有當先的這一個地位，只有跟從耶穌的地位。

五，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耶穌叫他們來，對
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
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
門徒還搞不懂，因為人類真的喜歡當先，耶穌只好教他們如何
當先。

  
出席與奉獻  (10/11/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98 27
奉   獻 $8183.00 $237.00

生活充實俱樂部：
1. 10/21  Ms.  Consuelo  Bosque,  Counselor,   NJ  Middlesex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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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8  翁玉屏女士   "Greek V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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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成人主日學是"講道座談" ，在Chapel，由黃景彬牧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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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由Princeton  神學生張勝為兄主講  "圖像?偶像?淺談東正教
聖像神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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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夏令日光節約時間將於11/1(日)結束，請記得10/31晚上要把時
鐘往回撥ㄧ小時，就是可以多睡（不是少睡）一小時。謝謝!

5. 北美台灣基督教協會(TCCCNA)將舉辦北美教協年會、及神學研
究會，以提供教會領袖進修神學。日期是11/10‐11/14 地點在
San Leandro, CA. 本教會將提供限額獎助 有意參加者 請向黃景
彬牧師報名 (報名表及詳情請見公佈欄) 

小會公告:

1. 11/1  (日) 下午2:45本會召開會員大會， 改選新任長執；請預留
時間出席參加。
長老候選人: 1) 陳蓓蓉 (續三年任) 2) 王雅雅(三年任)
執事候選人: 1) Jack Tsai (三年任) 2) Josiah Wang (兩年任) 3) 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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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森茂兄與鑾鳳姐的女兒，Susie  Huang   順利產下雙胞胎。

願上帝賜福新生兒暨全家!
3. 純貞姐昨日(10/17)在Bear Mountain 賞楓健行，不幸摔傷，撞到

頭部。請為她懇切禱告， 求主保守毫無內傷，並早日完全康復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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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治他、讓他能完全復原，並施恩惠供應他的醫療費用。
5. 請為李昭瑩姐手臂受傷的復健代禱，謝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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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雅清姐的父親因腸胃感染住院，需治療一段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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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讀經 (10/18‐10/24/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0/1
8 詩篇 96 "承認並敬拜這麼偉大的一位上帝" 的意義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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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9

腓立比 4:1‐9 我們必須不斷地做什麼 才能有平安?
10/2
0

詩篇 23 這篇詩篇如何幫助你處理你的懼怕?
10/2
1

以賽亞 25:1‐9 這段經文所描述的上帝如何與你相關?

10/2
2

詩篇 106:1‐6, 
19‐23

與一位"會改變心意的上帝"有關係 是什麼
意思?

10/2
3

羅馬書 13:8‐14 愛如何成全了律法?
10/2
4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聖工分配 :

本　　  週
(10/18/2015)

下　　  週
(10/2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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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文 蔡美娟

育      嬰 Cynthia Ya‐Ching

整      理 黃民安     李梓義 張文旭     羅浚哲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0/18)
主  理
(10/25) 地    點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魏淑玲 楊純貞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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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謝敏川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30pm 講道座談 張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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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查經

Chapel / 
Basement Rm1 

日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10/20)
吳玫瑰

(阿摩司2)

(10/27)
吳曼麗

(阿摩司3)

Board
Room

五 
(10/23)

分區
查經

8pm‐10pm
Brunswicks

Edison

主理

何德淵

張文旭

經文

約翰壹書
3:11‐4:6
約翰壹書
3:11‐4:6

招待家庭

德淵與宜帖家  
732‐698‐7690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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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