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Service
司會：陳蓓蓉長老     證道：林興隆長老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January 4,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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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光照佇黑暗。
    眾：黑暗勿會贏過光！

     司：耶穌基督是世上的光：

              眾：主耶穌基督，懇求祢的光來照阮。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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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19「為著美麗的地面」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聖歌隊

牽我ê 手，我願奉獻我一生
牽我ê 手，我ê主  啊，請祢m ài離開我 ；
這條路我擱愛行，我需要祢來作伴。
牽我ê 手，我ê主  啊，請祢m ài離開我 ；
有時我會驚，有時m ̄知按怎行，有時干那聽bē著祢ê聲。
牽我ê 手，請祢kap我作伴，互我ê腳步又穩又定；
行到祢ê門前，聽著祢ê聲kah我講，“入來我ê子！”
 
我願意為祢來奉獻我一生，
因為祢賜我活命，因為祢賜我氣力，
因為祢互我有安息，有祢我就滿足。
我願奉獻我一生，因為祢溫暖我ê心，
我若有祢無別的所求，求祢來使用我；
我願奉獻我一生來謳咾宣揚祢恩典，
我若有祢無別的所求，我願一生互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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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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救贖阮的主上帝，阮告白阮並無活佇祢的光內面，主耶穌來到世
間，阮卻勿會認得祂。祂呼召阮，阮卻無愛接受祂。懇求祢

用祢的恩典來赦免阮，用祢的真理來改造阮，用祢的聖靈來堅固
阮，幫助阮活出祢的真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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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　31：7-14         (舊約：藍: p 870  , 紅p 995, 棕p 995)
      詩篇      147： 12-20      (舊約：藍: p 689,   紅p805  棕p 805  )
　  約翰          1：1-14         (新約：藍: p 104  , 紅p 145  , 棕p 145 )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林興隆長老

「光明的道路」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71「基督世界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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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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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2「至大上帝，願祢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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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道路                                                   講師：林興隆長老
經文：耶利米 31 :714                                            日期：1/4/2015
             約翰： 1：114； 詩篇147： 1220
這三段信息，強調以讚美及感恩來回應，上帝給人類的禮物-耶穌的

誕生。在慶祝聖誕後，教會以榮神及感恩來迎接新的年，活在上帝對
人類最高的應許 - ” 道成肉身”的生命中。

活在”道成肉体“的生命中，就是見証、宣揚的體現。這是為什麼在

慶祝聖誕後，安排這三段經文信息的用意。簡要分享其中精美信息：

耶利米 31：7 - 14
在受擄中嚐盡“亡命之徒，亡國奴“的悲慘遭遇的百姓們，其存在情

況，身心健康全失，如同處在無生息，枯萎的生命中，如同死寂的寒
冬，挫敗、失望、被棄、無助 、失落 。生機，寄望何時可再？
耶穌的誕生，就如處在受擄中的百姓，接獲了“俘虜們重見光明“的
信息“，重新恢復“國藉“，得知將快返回家園的佳音。就如當天

使，天軍們震天動地 ，宣告世人耶穌誕生的信息，對那些活在極殘
酷，亳無人性的希律王的管轄下，那種民不聊生，哀傷民怨的情況
中，獲得生機的一般情形。
耶利米先知道、相信，信實的上帝必將施行大事；向受擄中的子民宣
告，邀約子民們準備迎接新的事實的信息。先知以無比的興奮，高仰
呼喚所有子民們；“ 一起來高呼、讚美、宣告、傳講 “耶和華拯救了
衪的子民；援救了以色列殘存的人民“，其興奮的氣氛，完全與死寂

無生機的存在情景相反。
先知進一步說明，為什麼值得高唱 “ I am going to bring, I will gather,I 
will lead , I will let them walk ." 上主親身以第一人稱 我（I ) 向子民呼
喚 ，“看啊！“ 這提醒表示上主的決心，要子民們準備返鄉，如同朝

聖的行伍朝向家園，凡是弱者、殘疾人，甚至於孕婦們都將得到保
守、照顧，安全順暢。
同時也對列國宣告，無任何權勢能夠阻礙上主的決心。上主如同信實
的牧者，將必領導所有失散，受奴役的子民歸返。回來的子民必得到
新的生活；沒有恐懼、不安。
    A) 物資不缺乏，人人皆享有基本上的保障，豊盛如同溪流不息，
    B)安定的社會，少年人盡情高歌，老年人也不缺席，充滿自信，隱 

定，自由及幸福，
   C)上主改變的能力，使一切恢復生機，只有上帝的力量使得過去的

悲慘變成喜歡，失去的尋得，死的得活命，悲傷的喜樂（參
約翰16：20）。

   D) 受封立的宗教團体，祭司及信徒們都會相住平安，祝福滿滿，子

民幸福昌，社會昌平。
在每世代，上帝的宣告終止了“受奴役“的勢力，活在失望中，無助 
中，上帝的介入，如同耶穌的誕生，就是新機會，新生命的開始。

詩篇14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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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告子民因上帝賜予國泰民安，列國相安無事；上帝的能力，話如
風、氣、靈，如春天的暖氣使冬天的雪、冰融解。上帝的靈使凍結的
人心消溶。同樣的也使罪及惡消溶。這是上帝，人類可以求助，但是
救助在於上帝的本質，與求助者的表現無關。上帝在人的團体中，自
死到活命，由灰心到希望，由無意義到目標的轉變過程中，一直不斷
運行。
這篇詩勸告人類的回應，以色列人的上帝是“冰涑“又是“解凍“，
是“生命“是“死亡“，是“隔離“是“團圓“的主，因為上帝不斷

推動生命的創造，恢復創造的秩序的事工，信仰團体應以歡樂高聲，
如天使們齊聲宣告耶穌的誕生，“Hallelujah ".
約翰福音1：1-18 
約翰以生動，象徵的言語，如光明、榮耀，表示“道“的用意；以

看、接受，表現信仰的看法。光明照射在黑暗中，但是黑暗並不明
白，也無從消除光。整段似乎在指 出，人間眾人，不論相信與否，
都存活在光照中，正如存活在“道“所創造的世界中。因此，邀約來
相信這“光“，走在光明中，成為“光明之子“。
這段開言用語充滿函意深奧，抽象思維難解。如“看到上帝的榮耀，

光、道等等。什麼是看到上帝的榮耀？在恩典及真理中，看見上帝
就是要成作上帝恩典的接受者，及体驗上帝在早時所應許的話之真
實性；看見不僅是感官的視覺，要緊是否成為上帝的子女，發覺到神
的仁慈及可靠。因為這位上帝的榮耀，只有在耶穌基督的身上現顯可
見，因為道臨在人人中央，活在人人的生活中，具体表現出來。今日
的教會如何活出“道“住在咱的中間呢？
相信“道成為肉体“並居住在於世界，人人中央。換言之，上帝成為

有肉体的人，這種說法與一般相信神是靈的似乎有充妥；但是上帝成
為人，這對人的自我了解有大幫助，充滿激勵，鼓勵性；表示神及人
沒有距離感，人人能夠相信人類的具有尊嚴。因為，人成為表現上帝
的象徵，上帝以人的形容來彰顯自己；假如上帝能夠取人的形像（耶
穌）來彰顯本身，那麼從本質上，結構上來看，人就是“善“，不能
是“惡“，所以人就是具有尊嚴，有盼望的。假如人人能夠活在真的
“上帝的形像“的款式，人們之間的交通不能是皮毛上的，膚淺的交

流；當人對待能夠表現上帝的形像的人當人時；而不是工人、醫生、
護士、士兵、教授等，乃是基督為他（她）來死的人，一個上帝能夠
在他（她）身上，生命中當作人（道成肉体）來活。無異賦予了生命
新的尊嚴，新的意義，因為耶穌基督在咱們中央，如同你、我似的活
過。
上帝的拯救就是借助有限的、暫時的，甚至軟弱者來達成，往往在極
痛苦的悲劇中，吾人發現到上帝，與上帝交晤的地方可能是在貧困的
社區中；在耶穌這位“人”的身上彰顯了，上帝的本質，真理在一個

人的生涯中活出來。
教會的見証就是在繼續這種信仰的傳統 -上帝將光賜予世人，通過人

的榮耀將這光反照出去，在每個個人，將這光帶來在咱的所在。
教會的宣教是一個成全的呼召；也是一個分享的呼召。
願新年快樂，以感恩、以讚美來迎接新的光、新的榮耀、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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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感謝今日林興隆長老的證道，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姐，會後請
上樓交誼並享用茶點。

2 今天成人主日學林興隆長老主講"是誰與雅各相搏"，下週，陳
秋榮兄主講"太空天氣”

3 本會新增Instagram 聯絡網已正式啟用，希望藉此讓各團契或
各人能即時上傳你們的活動照片與大家分享，網址："http://
instagram.com/tafpc"

4 浪人留宿(Homeless shelter)徵求志願幫忙者，時間是明年1/4-
1/10 以及2/22-2/28，有意服事者，請到公佈欄報名登記。

5 "Elijah's Promise Soup Kitchen" 急需每月第二週六(1-
4pm) 義工，願意服事的兄姐請與Christine Su 聯繫: 
christinejsu@gmail.com

6 台語敬拜部委員會(worship committee) 計劃於1/17/2015 (六) 
舉辦一天的退休會，由黃景彬牧師主理。這退休會將是SKY 
winter retreat 程序中的一部分，地點在  Johnsonburg Camp 
site，歡迎對敬拜的禮儀有興趣的兄姐，向蓓蓉長老報名參加
: Joan Chen at pjc8tafpc@gmail.com 或 call 609-921-3560，報名
至1/4/14截止。

7 今年開始，每日讀經改變形式，增加思考問題，請看週報。

8 婦女查經班將在1/8早上10am-12noon，舉行迎新中午餐會，
歡迎沒上班或時間允許的的姊妹踴躍出席。

9 感謝已經繳交2014報告與2015計劃的兄姊，尚未繳出的兄
姊，請儘快交件。謝謝!

小會公告：

1、黃景彬牧師的聯絡方式：電話: 805-258-3065
                           email: jim.huang@tafpc.org
2、一月二十五日，本會將舉行年度會員大會，將在餐點時間結

束後立即舉行，請會員撥出時間參加。感謝兄姊的合作。

教會消息：

     1、  1/10中會舉辦的Equippping the Saints: Leadership training 
             day，將於Princeton 神學院 Stuart Hall 舉行。時間：9am-
             3pm。報名請上網： http://www.ptsem.edu/
equippingthesaints 
            或電 609-497-7990。  

肢體交通：

1 王清貞醫師在台灣做心臟支架手術，於上禮拜二回家療養，
請為他的順利康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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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nya (史青姊)的媽媽蕭麗珠女士，手術順利，是早期膀胱

癌，可以不必做化療。蕭麗珠女士全家感謝兄姊們的代禱。
3 代禱肢體：Darren Ochs、陳明倫、陳繼昌、陳東亮、陳

看、黃俊彥、謝宏毅、柯顯明、吳銀濤、翁明顯、Keene 
Benson、林美智、林睦子、李陳璞玉、彭珮君、王廖秀美、

許寬良、洪長煌、阮景星。

生活充實俱樂部：   
    1/7      沒有聚會
    1/14    看見台灣(電影欣賞)

上週出席與奉獻 (12/28/2014):
台語部 英語部

出   席 115
奉   獻 $15,618.00 $533.00

特別奉獻 感恩 $3,000.00 Sky Mission
$82.00

Alasa mission
$700.00

證券 Alaska $1,000.00 經常費
$2,587.06

聖工分配： 
本　　　週
(1/4/2015)

下　　  週
(1/11/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陳蓓蓉 陳蓓蓉

報      告                陳蓓蓉                陳蓓蓉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梁慶弘 楊英才/梁慶弘

來      賓 張文傑 張文傑

司      獻 梁慶弘   賴文義
陳叔承   邱瀚賢

梁慶弘   賴文義
陳叔承   邱瀚賢

招 待 家 庭 林繼義  吳曼麗 莊忠揚   許史青

清 點 奉 獻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育      嬰 Ya- Ching Cynthia

茶      點 周玫瑩 鄧梅英

整      理 劉怡和   謝慶賢 蘇英世   莊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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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4
主  理
1/11 地    點

日
1/4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陳蓓蓉 陳美雲 Chapel

日
1/4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林興隆 黃景斌 Sanctuary

日
1/4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林興隆 陳秋榮

Fellowship
Hall

日
1/4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林又堅 林又堅 Basement

Room 9

日
1/4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1/4 TKC 2:45pm-

5pm
Prayer 

Meeting 查經
Basement
Room 1

日
1/4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1/8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歡迎餐會 1/15

黃牧師
Board
Room

五
1/9

分區
查經

地區
Bridgewater/

Warren
Coast Area

主理
林茂清

余秀美

內容
彼得前後書

簡介
彼得前後書

簡介

地點
添貴與淑真家
732-412-6630
主中與美珍家
732-972-7456

 
每日讀經 (1/41/10/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4
Mark 1:4-11

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上帝所愛的孩
子, 我們的社區(群)會是什麼樣子?

1/5 Psalm 8 人與上帝的關係是什麼?
1/6

Genesis 1:1-5
對你來說， 相信一位創造日與夜的上帝
是什麼意思？

1/7 Acts 19:1-7 奉耶穌的名受洗是什麼意思?
1/8 Psalm 29 你從哪裡聽到上帝的聲音?
1/9 Philippians 2:5-

11 耶穌這個名字對你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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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Your Choice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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