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Service

司會：陳蓓蓉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January 25,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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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親像西門與安得烈，咱來跟隨主耶穌，

   眾：學習怎樣得人如(na)魚。

    司：親像雅各與約翰，咱來跟隨主耶穌，
               眾：宣揚上帝的好消息。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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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78「聖徒聚集主聖殿」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  Follow Me to Jordan」 聖歌隊

Follow me to Jordan, follow me on home.
Follow me to Jordan, follow me all the way home.
I will follow King Jesus.
I will wait for His command.
Everyday He will show me the way until I reach the promised land.
He said: "Follow me to Jordan, follow me on home"
Follow me, I'm go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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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阮的上帝， 阮承認阮是不(bo)完全又有罪的受造者；祢呼召

阮使(ho)阮的生命通得到改變，總是阮無聽從祢的警告；祢給(ho)
阮好消息通與人分享，阮卻猶原固執不(mg)肯傳講。恩典的上帝

啊，求祢赦免阮，通過主耶穌基督幫助阮悔改來跟隨祢，通見證

祢聖潔的國度已經倚近(óa-kīn) 的好消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懇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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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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0  (新約：藍: p39, 紅p56, 棕p 5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門徒的代價」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463「人生不時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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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3「我的信心若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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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代價                                                     講師：黃景彬牧師

經文： 馬可1:1420  日期：1/25/2015

我們今天讀的聖經節是有關於耶穌基督呼召他起先的四大門
徒，彼得，安得烈，雅各，與約翰。做耶穌的門徒，這一個責任，就
是我們現在當基督徒的責任。馬可用短短的四節經文來介紹這事件。
除了他們四個立刻捨了網，跟從耶穌基督以外，這段經節沒有其他的
事情發生。

雖然如此，當耶穌基督的門徒的代價，不只是立刻捨了網，

跟從耶穌就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馬可7:3435 “於是叫眾人和
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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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馬太10:3839 “不背
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
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

做耶穌的門徒是否聽起來滿令人生畏的? 那為什麼這麼

多人會接受福音呢? 因為福音就像一把雙刃劍。一邊是很欣慰的，另
一方面是令人不安的。令人不安的事情其實不限於在別的地方。我們
要傳的福音，我們要做的見證，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的，有的
人還會有反感。可是當我們看到，或聽到一個人接受福音、受洗，我

們就很高興，不是嗎? 這就是當耶穌基督的門徒的代價。好像釣魚的

時候。大家知道我是在Minnesota長大的。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Minnesota的岸線，當然是湖的岸線，總共比加州， Oregon跟
Washington州加起來還長，這就是所謂萬湖之州。所以在Minnesota，
釣魚是很好的戶外活動。

就是因為耶穌基督今天是呼召了一些補魚的，所以我就用這

一個比喻來簡單講今天的主題。我們在Minnesota的時候，是如何釣
魚的。

一，前一天，要做適當的準備。

二，之前，要知道這湖裡，有什麼種魚。每一種魚的釣
法，不一樣。

三，要看氣象，知道什麼時候到場。

四，到湖之後，要知道用什麼種的釣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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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應變。

六，一次釣不到，下次再來。

七，釣到的時候，特別開心。

結尾: 當耶穌基督的門徒，不是一天，兩天，或一年的工作。

是要付出一生的。為什麼耶穌會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還說，“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
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就是因為他知道，要做好，
就要一直做。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姐，會後請上樓交誼並享用茶點。

2 今日因為有年度會員大會，成人主日學停課 ；下週周恩輝長

老要主講" Muslim & Christian faith "。請注意，成人主日學從

今日以後改在一樓的Chapel, 2:50 pm開始。

3 上週與本週分發2014奉獻感謝函，如您尚未收到請向楊英才

索取; 本週仍無法分發的部分將郵寄，請大家幫助教會節省郵
費。

4 感謝所有繳交2014報告與2015計劃的兄姊，因為您們的努

力，讓和會手冊得以順利出版。謝謝!
5 1/31（六）HILOK將於二樓交誼廳舉辦活動，請會員參加。

6 本來訂於昨日舉辦的家庭團契包水餃活動，因天氣的緣故順

延到2/7 (六) 11:30am-3:00pm，地點：教會二樓，內容：包水

餃，Christine Su 演講：如何舒緩頸部、肩部、腰部疼痛，和
討論：從陳佩琪臉書談夫妻相處。歡迎參加。

7 TKC 與 HILOK預定於二月中舉辦白話字研習會，有興趣者
請找雅清姊報名。詳情另外公佈。

8 感謝洪長煌兄(Agatha and Cathy的父親)，從台灣寄來八本書

贈送本會，書名: 那Teh退色的台灣俗語話，作者：李南衡。
若有興趣，請向文秀姊索取。贈完為止。

9 若有男士誤穿了別人的短大衣，煩請到辦公室交換。謝謝。

10 今年婦女會在節日時試辦主日獻花，每次認獻金額為

$50.00欲認獻者請於公佈欄的登記表上簽名。  已登記的兄
姐，請速將獻花金額交給婦女會。支票請註明婦女會主日獻

花。謝謝!
小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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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恭喜林祈宏(Chi-Hung Lin)兄上周日 受洗，成為本會會員。他

將於2月初回台，請為他代禱。

2、今天下午本會舉行年度會員大會，將在餐點時間結束後立即
舉行，請會員撥出時間參加。

3、2015新長執同工名單：2015 New Elders, Deacons & 
coworkers

      長老 (Elder)：

             Darren Ochs，黃晉文 (Allen Hwang)  
             執事(Deacon)： 
                           邱瀚賢， 梁慶弘， 
                           許史青，陳叔承，劉麗玲，洪潔君 

會長(Fellowship Leaders)：               
 家庭團契 　張文傑           婦女查經班    陳玫麗

HILOK         許史青      婦女團契        李昭瑩 

聖歌隊長     林又堅           TKC                孫永恩    
區長 (Reagional Leaders)： 

              Coast Area  劉怡和         Princeton  楊純貞 

Windsor  蘇英世        Edison 陳毓盛;  

Brunswick  何德淵 Bridgewater/warren  魏淑玲    

 肢體交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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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珠、王
廖秀美、許寬良、洪長煌、阮景星。

2 王清貞醫師與芝惠姊感謝兄姊的代禱，王醫師進步很多。

3 張聖光  (Daniel) 兄  與葉子瑛  (Ellen) 姊於1/11新添一女嬰  
(Esther) ，重約  6 lbs，請恭喜他們，  也為他們全家歡喜感
恩！由於他們還在調適中，請暫時不要去探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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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實俱樂部：   

      1/28  王輝明醫師："如何能吃得高枕無憂"     

社區消息：

        1、2/14 (六)11am-3pm，  同鄉會年會在Rutgers Bush學生中心

 604 Bartholomew Road, Piscataway，會員$25，非會員 $35，
學生與小孩$13。報名請找張文旭長老或吳建勳執事。

上週出席與奉獻 (1/18/2015):
台語部 英語部

出   席 83 退修會 Women Fund
奉   獻 $2575.75 下週補報 $46.00

聖工分配： 
本　　　週
(1/25/2015)

下　　  週
(2/1/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陳蓓蓉 楊英才

報      告                陳蓓蓉 楊英才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梁慶弘 Christine Su   邱瀚賢

來      賓 張文傑 何德淵

司      獻 梁慶弘   劉麗玲
陳叔承   邱瀚賢

邱瀚賢   劉麗玲
莊志維  洪潔君

招 待 家 庭 莊忠揚   許史青 林繼義   吳曼麗

清 點 奉 獻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育      嬰 Agatha YaChing

茶      點 何綉惠 張聖珍

整      理 林又堅    EM 柯啟明   莊志維

7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1/25
主  理

2/1 地    點

日
1/25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楊英才 劉怡和 Chapel

日
1/25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1/25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會員大會 周恩輝

Fellowship
Hall

日
1/25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1/25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會員大會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1/25 TKC 2:45pm-

5pm 會員大會 禱告會
Basement
Room 1

日
1/25

Hand 
Bell

2:45pm-
4:30pm 會員大會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1/29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黃文秀
I John 

2:7-3:10

李智惠
I John 

3:11-4:6
Board
Room

五
1/30

分區
查經

地區
Brunswick

Edison

主理
何德淵

陳毓盛

內容
彼前1:1-12

彼前1:1-12

地點
照勳與玫瑩家
908-208-8303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每日讀經 (1/252/1/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1/25 利未記18:15-20 "被上帝興起成為先知"是什麼意思?
1/26 詩篇111 為什麼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
1/27 林前8:1-13 "靠主而活"是什麼意思?
1/28 馬可 1:21-28 你如何認出"帶有權柄的教導"?

1/29 以賽亞56: 16-18 "做為全民禱告的殿中的一份子"是什麼

意思?

1/30 以賽亞51: 1-6   追想"你由其中被鑿出的那磐石"是什麼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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