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Sunday Order of Worship Service
司會：楊英才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February 1,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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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早時先知有預言，

    眾：耶穌來世間欲傳上帝的道理！

     司：甚至魔鬼亦知：

              眾：耶穌是上帝的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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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Heaven Declares"                             聖歌隊
                                　　     

All heav'n declares the glory of  the risen Lord. 
Who can compare with the beauty of the Lord? 
Forever He will be the Lamb up-on the throne.
I gladly bow the knee and worship You alone.
I'll worship You a lone. 

ALLELUIA!

I will proclaim the glory of the risen Lord. 
Who once was slain to reconcile man to God, 
Forever You will be  the Lamb up-on the throne.
I  gladly bow the knee and worship You alone.
I will worship You alone.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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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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萬物的主宰，阮告白阮是軟弱、有罪的人。通過眾先知祢傳
揚道理互阮，但是阮無遵照祢的命令。通過救主耶穌，祢將新的
誡命互阮，阮卻無遵從(tan)祢活命的話。 施恩典的上帝，懇求祢
赦免阮，對罪中釋(tau)放阮，趕出阮心內所有一切的邪惡，導阮

更加親近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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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1:21-28  (新約：藍: p 39 , 紅p 56, 棕p 5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眾人都驚訝」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254「基督做咱堅固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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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奇妙聖名，至善閣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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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都驚訝                                              講師：黃景彬牧師
經文：   馬可1:2128                                              日期：2/1/2015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雖然如此，亞里

斯多德一直都以為，如果把一個重的東西跟一個比較輕的東西一起從

高的地方丟下，重的東西會比輕的東西早落地。請問大家，是否如此

? 如果我們把一個一公斤的東西跟一個十公斤的東西一起在一個高高

的地方丟下，那一個會先著地? 亞里斯多德認為應該會是十公斤的先

落地。其實不是。

這麼個可以簡單驗證的事情，竟然過了兩千年仍沒有人去

否定。據說，亞里斯多德死後兩千年，伽利略 (Galileo)到了比薩斜 
(Pisa)塔去做一個實驗。他就把兩個石頭，一個一磅重，一個十磅，

從最高點同時丟下。下面有一位大學教授，幫他看。結果兩個同時落

地。大家想說這樣就可以證明亞里斯多德錯了。結果怎麼樣了呢? 他
們兩個竟然都沒有否認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他們沒有提出所看見的真

象，仍繼續相信亞里斯多德所講的。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人就是這樣，很固執。有時候，我們對一些事情的

看法與想法，無論他人有什麼其他對這事情否定的證據，我們還是堅

持自己的想法。今天的經節就是好的例子。我們讀到，耶穌基督在眾

人面前把鬼從一個人裡面趕出來，馬可說，眾人都驚訝。但是，馬可

有沒有說，那些人就因為這個事件而信耶穌？沒有！

其實，我們不用對這些人的反應太過於驚訝，因為如果今天

我們禮拜時，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你想，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我

想每一個人一定會驚訝，一些人可能會不知道怎麼辦，一些人可能會

馬上感謝主，說不定另一些人，會馬上離開教堂。因為這種事情很少

發生，所以發生的時候，我們一定無法有心理準備去接受，跟這一些

在迦百農的人一樣。

就這樣，當我們讀聖經節到這一個地方時，我們就跳過去嗎? 
當然不是。因為我想，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就算在長老會裏，若敏感

一點，我們都有機會時常對耶穌所做的，感到驚訝。好好來看看。

首先，這一個地點很重要。上一個禮拜天，我們讀到耶穌招

呼四大門徒，之後，一下子，就帶這些門徒到迦百農的會堂。他們是

從加利利海邊到迦百農的會堂。這兩個地方，一個是做生意，人很

多、很吵的地方，另一個是安息的地方。加利利海是一個時常變動的

地方。迦百農是一個有宗教歷史、人民有安全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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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選迦百農當他的宣教起發點。從迦百農 (21-28) ->彼得與

安得烈的家 (29-32)-> 他們家的門前 (33-34) -> 加利利全地 (38-39)。
從宗教地點 -> 到信徒的家 -> 信徒家的門口 -> 到應宣教的社區。從

信仰 -> 私人生活 -> 親朋好友到鄰居 -> 社區。

第二，時間很重要，是安息日到會堂。很多信徒在那裡，就

像星期天一樣，許多基督徒會到教會來。

第三，這個人跟他的 “病情” 很重要。聖經說是一個被污鬼

附著的人。這一個字，英文是Impure。就是跟聖潔對比的意思。跟

神的聖潔對比的意思。不只這樣，雖然他是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馬

可並沒有說他的病情是什麼。沒有說是盲目？殘廢？都沒說。所以表

示這一個人，就是一個跟神比起來，不潔淨的人，不完整的人。(隨
時有可能是我們自己)。

第四，這一個人跟耶穌的對話，也很重要。這一個人，一看

到耶穌，就認了他。耶穌，一見到他就跟附在他裏頭的"鬼"講話，不

是對這一個人講話。

第五，對耶穌的權柄，眾人都驚訝，說這是新道理。因為耶

穌看起來是一個人，但是他有神的力量，才可以做這一件事情。

為什麼地點很重要? 因為耶穌要跟我們信徒講話。

為什麼時間很重要? 因為雖然許多基督徒會在星期天到教會

來，耶穌要跟我們講，這一種事情會時常發生在我們的團體裡。

為什麼病情很重要? 因為耶穌要跟我們講，被污鬼附著的人，

其實就是一個需要神的愛的人，需要神的恩典的人。因為不完整，因

為有痛苦，需要神的愛。這一個人，隨時有可能是我們自己。

為什麼這一個人跟耶穌的對話，也很重要。因為一個不完

整、受痛苦的人，一見到耶穌的愛，就立刻會認出這是他需要的。不

只這樣，耶穌會針對這一個不完整的事情來解決，不會針對人。祂不

只愛這一個人，還會替他治好這一個Impure的病。

為什麼眾人會驚訝，說這是新道理? 因為一個人，不應該有這

種力量。那時候是新道理，這時候也是。事實上我們都有這一個力

量，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辦法救一個不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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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姐，會後請到二樓交誼並享用茶點。
2 成人主日學周恩輝長老要主講" Muslim & Christian faith "。

下週本會黃景彬牧師將主講"Basic Christianity (Q Place) 請注
意：成人主日學在一樓的Chapel, 2:50 pm開始。

3 2014奉獻感謝函，如您尚未收到請向楊英才長老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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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六) 11:30am-3:00pm 家庭團契活動：包水餃後有座談會，

主題：從陳佩琪臉書談夫妻相處。
5 感謝雅清姊的辛勞籌劃，HILOK 昨天的聚會，大人小孩都獲

益不少。
6 TKC 與 HILOK　預定於二月中舉辦白話文研習會，有興趣

者請找雅清姊報名。詳情另外公佈。

小會公告：

1、上主日本會年度大會順利完成，並選出

查帳委員：林美瑛、張文傑、林繼義。
長執提名委員：林芳如(Ruby)、陳東亮、劉怡和與 吳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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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廖秀美、

許寬良、洪長煌、阮景星。

生活充實俱樂部：   
       2/4          電影欣賞"我會演布袋戲"
       2/11        Video 如何能吃得高枕無憂 (王輝明醫師)

上週出席與奉獻 (1/25/2015):
台語部 英語部

出   席 26
奉   獻 $4, 011.00 $443.00

特別奉獻 感恩 $200.00 Retreat 
$150.00

Women Fund
$1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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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本　　　週
(2/1/2015)

下　　  週
(2/8/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楊英才 楊英才

報      告                 楊英才                 楊英才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邱瀚賢 Christine Su/ 邱瀚賢

來      賓 何德淵 何德淵

司      獻 劉麗玲   莊志維
邱瀚賢   洪潔君

劉麗玲   莊志維
邱瀚賢   洪潔君

招 待 家 庭 林繼義  吳曼麗 莊忠揚   許史青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Ya- Ching Cynthia

茶      點 張聖珍 黃再蘭

整      理 柯啟明   莊志維 陳毓盛   邱瀚賢

 
每日讀經 ( 2/12/7/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1 馬可 1:21-28 關於"社群轉化"你從這經節中學到甚麼?

2/2 林前9:16-23
主耶穌的律法如何幫助你住在一個多元

社區裏?

2/3 詩篇

147:1-12, 21
如果你與上帝的關係就像這詩篇裏所描

述，它對你有什麼意義?

2/4 以賽亞40:21-31
你需要聽到或注意到甚麼，才能建立一

個可以維續的社群?

2/5 耶利米

15:15-21 如何只說寶貴的話，避免無益的言論?

2/6 以西結33:7-11 遠離惡道是什麼意思?
2/7 Your Choice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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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2/1
主  理

2/8 地    點

日
2/1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劉怡和 黃晉文 Chapel

日
2/1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2/1

成人
主日學

2:50pm-
3:30pm 周恩輝 黃景彬

Fellowship
Hall

日
2/1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2/1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2/1 TKC 2:45pm-

5pm 祈禱會 參加成人
主日學

Basement
Room 1

日
2/1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2/5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2/5
李智惠
I John

3:11-4:6

2/12
陳玫麗
I John

4:7-5:12

Board
Room

五
2/6

分區
查經

地區

Bridgewater/
Warren

Coast Area

主理

林茂清

張哲祥

內容

彼前1:13-
2:10

彼前1:13-
2:10

地點

茂清與玉屏家
908-638-5346

主中與美珍家
732-972-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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