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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余秀美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

1:00 pm                                                                                   November 15,  2015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上帝是信實的 救主快要(tih‐beh) 閣來!
眾 來對土粉中興起(heng‐khí)貧窮(sòng‐hiong)的
司 上帝是信實的，救主快要(tih‐beh) 閣來!!
  眾：來審判以及(í‐kip̍)掌管這世界!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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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17 著向主上帝唱新歌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無價至寶                                             TKC
作詞/曲：Andre Hermanto

中譯詞：高安妮

我的名字 刻劃在你心中  
我的臉孔 深映在你眼中
不是因為 我勢力才能
乃是因著 你奇妙寬容恩典

雖然有時 我會跌倒軟弱
你卻一直 包容不放棄我
用你慈愛 緊緊的擁抱
我讚美你 寶貴奇妙大愛

唯有你配得 所有的讚美
一切尊貴榮耀
主 你的十架 是無價至寶
你是我尊貴的主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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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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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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告白承認自己(ka‐kī)沒找尋(chhiau‐chhē)祢的旨意。

祢將得欲(tih‐beh)發生的事警戒阮 阮卻(khiok)疏忽(so‐͘hut)時代的信

號 祢應允一個新的創造 但是阮抱緊(phō‐tiâu)這世界的敗壞。恩典

的上帝阿 赦免阮 求祢通過主耶穌基督 來洗清阮的罪 當阮在(le)等
候(thèng‐hāu)祢閣來(koh‐lâi)的榮耀 請祢保守阮有相愛的心及信實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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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8  (新約：藍:  p 56,  紅p 79, 棕p 79)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信心的基岩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572 心目向主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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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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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救主耶穌基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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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證道 ] 
題目：信心的基岩      證道者：黃景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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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節：馬可13: 1‐8        時間： 11/15/2015

在1943年那時，IBM的老闆，  Thomas  Watson，有一句預言，
他說: “這世界只有給五台電腦的空間。如果造五台以上的電腦，就
會沒有人買。”  以前 也有一位發明家，名叫Lee  DeForest，他說過
，電視是有可能被造出來，但是沒有人會買。當然，我們都知道
，這一些預言從我們這一個時代的現狀來看，不單是否定了它們
，我們也覺得這些預言滿好笑的。

在今天的經節裡，耶穌從聖殿裡出來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你看見這大殿宇嗎？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不被拆毀了。」我們知道，對門徒來講，這聖殿是基岩，要把這
聖殿毀掉，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他們剛說，「夫子，請看，
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

我們要知道，這聖殿用的石頭，最小有兩噸到三噸重。石頭的
平均重量是五十噸。有一顆石頭，現在還在耶路撒冷，是十二米
長，三米高。想想看，這塊石頭是多大?多重?一定好幾百噸重。這
有多麼的大 你們知道嗎?這聖殿的牆很堅固，就是因為這一些石頭
很大 很重，不會移動。大部分的時候，如果要建一座牆壁，通常
不只是要用石頭，也需要用水泥，或是其他的膠質來把這一些石
頭黏住。但是這聖殿的牆，不需要這一些膠質 因為所用的石頭，
都已經很大，很重，不會擺晃，所以已經很堅固了。

就因為如此，當門徒們聽到耶穌所說的預言，他們的反應一定
是很驚訝。他們聽到耶穌說，這一間聖殿，那麼強壯，那麼宏大
，卻會被毀 他們一定問自己，這怎麼可能?  所以，彼得，雅各與
約翰才會問耶穌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這一
切事將成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對他們來講，聖殿會被毀是一
件非常不可能，又很可怕的事情。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問，就是因
為他們會怕。耶穌也看出來他們會怕，因為他接著說，「你們聽
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
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
都是災難的起頭。」耶穌跟他們講，這些事情都是一定會發生的
，可是不要驚慌。耶穌安慰他們，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不要
害怕，不要驚慌。雖然這些事情正在發生，並不表示，我已離開
你們。還好耶穌有這樣做，因為在主後七十年的時候，這一個雄
壯的聖殿被羅馬人給毀了。我想，如果耶穌沒有提早跟他們這樣
講，當聖殿後來被羅馬人給毀了的時候，門徒們一定會驚慌。就
是因為門徒們曾聽過耶穌這樣說，當聖殿被毀的時候，他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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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沒有跟著被毀。

他們學到是什麼？耶穌用這段對話教導了門徒什麼？　我來提
出三點。

一，信仰的基岩不在於任何聖殿。

二，信仰的基岩不在於任何預象。

三，信仰的基岩是在於耶穌基督。

出席與奉獻  (11/08/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114 28
奉   獻 $4614.00 $4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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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李昭瑩姐手臂受傷的復健代禱，謝謝！

生活充實俱樂部：
1. 11/18    Documkentary     “茶葉青青茶山入畫  看山找茶到南投”
2. 11/25    劉怡和長老         "美國國家公園介紹"

小會公告:

1. 11/1本會召開會員大會，選出新任長執如下，
長老:  1) 陳蓓蓉 (續三年任)  2) 王雅雅(三年任)
執事:  1) Jack Tsai (三年任)     2) Josiah Wang (兩年任) 

 3) 廖愛信 (一年任)  4)賴基生 (三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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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將於11/22感恩主日，舉行洗禮、轉籍與堅信禮，意者請
向黃景彬牧師登記。洗禮的學道班時間:  11/7  (六,  10am‐12pm), 
11/8(日)及11/15  (日,  2:45pm‐4:00pm) 在牧師辦公室上課；轉籍
者請參加11/15 學道班 堅信禮請洽Rev. Paul LaMontagne. 

3. 12/5  (六)是教會同工訓練日，請所有同工預留時間，並預備心
參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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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蘇英世兄分享"頑石點頭" 下週主日學時間
，全教會將一齊包裝Christmas  Shoeboxes 地點在二樓
Fellowship Hall 請踴躍參加!

3. 台灣長老會的新聖詩已經寄來!  若是你曾向蓓蓉長老登記預購
，請向她領取 每本成本費$20(包括$5國際運費) 若有意樂捐額
外金額者，十分歡迎!

4. 請各團契在11月底以前完成2016 新任會長、幹部的選舉，然後
把名單交給黃牧師，謝謝。

5. 本會將於11/28(六)下午5點舉行感恩節特別禮拜，會後有感恩
聚餐，請兄姊邀請親友來參加。當晚聚餐將採用potluck 方式，
請到公佈欄登記菜單

6. SKY  將負責收集今年的Christmas  Shoeboxes，送給New 
Brunswick附近的鄰舍。11/22(日)是第一批鞋盒包裝日，12/6(
日)  將完成整個活動 請大家儘量在11/29(日)以前帶下列的物品
，來支持這項活動；並請把帶來的東西，拿到地下室Sky作禮
拜的房間(Room 3) 外面走廊上， 整齊地靠牆放著。謝謝!
鞋盒，學校用品 (筆、鉛筆、蠟筆、 markers 等) ，小玩具(可放
進鞋盒) ，非液體的個人清潔用品 (牙刷、 肥皂、毛巾 等) ，其
它如: T‐shirt,  襪子、帽子、太陽眼鏡、首飾、手錶等。

每日讀經 (11/15‐11/21/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1/1
5 馬可 13:1‐8 在這經文裏 主耶穌給了我們什麼安慰的

信息?
11/1
6

希伯來 10:11‐25 信徒們如何激勵彼此 相愛並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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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7

撒母耳記上
 1:4‐20

在這經文裡，信徒們可以從哈拿的這一
段經歷學到什麼?

11/1
8

腓立比 2:5‐11 什麼叫做"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11/1
9

使徒行傳 
10:34‐43

你如何在今天的世界裡見證耶穌基督的
復活?

11/2
0

耶利米 31:1‐6 "在曠野中得恩惠憐憫"是什麼意思?

11/2
1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聖工分配 :

本　　  週
(11/15/2015)

下　　  週
(11/22/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余秀美 魏淑玲    Darren Ochs

值 日 長 執 Darren Ochs   劉麗玲 Darren Ochs   劉麗玲

來      賓 張吉爾(Alfie) 許毓升(Steven)

司      獻
陳叔承     梁慶弘
劉麗玲     許史青

陳叔承      梁慶弘
劉麗玲      許史青

招 待 家 庭 蔡賢奕     莊凱雲 陳彥儒      劉珊杉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孫淑真 吳秀仁      孫淑真

餐       點 TKC 李昭瑩

育      嬰 Cynthia Ya‐Ching

整      理 林繼義     孫永恩  林又堅         EM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1/15)
主  理
(11/22) 地    點

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張聖珍 陳叔承 Chapel

日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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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30pm 蘇英世

包裝
聖誕鞋盒

Chapel /
Fellowship Hall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TKC 2:45pm‐
5pm 查經

包裝
聖誕鞋盒

Basement Rm1/
Fellowship Hall

日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二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11/17)
孫淑真

(阿摩司6)

(11/24)
感恩節
放假

Board
Room

五 
(11/20)

分區
查經

8pm‐10pm
Coastal

Princeton

Windsor

主理

余秀美

張聖珍

蘇英世

經文

約翰二書

約翰壹書
5:13‐21
約翰壹書
3:11 ‐ 5:21

招待家庭

怡和與秀美家  
732‐922‐9689
梓義與雅雅家
908‐428‐4600
英世與麗玲家
609‐275‐0949  

六 
(11/21)

分區
查經

Bridgewater 白建信
約翰壹書
5:13‐21

英民與美娟家
908‐429‐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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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