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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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5 
﹌﹌﹌﹌﹋﹌﹋﹌﹋﹌﹌﹋﹌﹌﹌﹌﹌﹋﹌﹌﹌﹌﹌﹌﹌﹌﹌﹌﹌﹌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恁豈(kám)不(m)知影? 豈(kám)沒聽過?
    眾：耶穌醫好有病ê，幫助貧窮(sònghiong) ê。

     司：恁豈(kám)不(m)知影? 豈(kám)沒聽過?
         眾：咱所尋(chhoe) 的那(hit) 位已經在此。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讚美上主 (Praising the Lord)  

       唱詩*  (Hymn)           
    新聖詩  #  279「懇求上帝憐憫」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 Celebration of Service "                                     聖歌隊

We have come to sing with glory; We have come to sing with praise.
In joyful celebration our voices now we raise.
As we gather in His presence, every spirit is renewed.
Let us join as true believers and share the hope and promise of God's truth.
We are called by Christ to serve Him. 
We will follow where He leads and act with true compassion to comfort 
those in need.
As we walk within His footsteps, every life will know His grace.
Let us join as true disciples and share the love that grows within this place.
Serve the Lord with gladness; walk within His light.
Speak in words of kindness.; share the peace of Christ.
Use your gifts and talents; trust Him and obey.
Be His humble servant, and follow Him in faith.
We will lift our grateful voices; we will let our song be heard
With joyful alleluias we'll sing to all the world.
As we learn the joy of giving, every heart is blessed once more.
Let us join as faithful servants and share the hope, share the love;
Come share the glory of our Lord. Serv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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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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萬物的主上帝，阮承認家己是軟弱、有罪的人。祢應允要做
阮的氣力(khuì-le̍k)，阮卻(soah) 信靠自己(ka-kī) 的能力(lêng-le̍k)
；祢要賞賜救恩給(ho)貧窮(sàn-chhiah) 和(kap) 軟弱的人，阮卻  
(soah)利用亻因 (in)。施恩的上帝，懇求祢赦免阮，通過阮ê主耶
穌基督，求祢教示(kà-sī) 阮獨獨倚靠祢，閣為著福音的緣故(iân-
kò͘)，幫助阮會通(ē-thang) 自由來施恩給(ho)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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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9  (新約：藍: p 40 , 紅p 57, 棕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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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在找你」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488「主耶穌心真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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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5「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祝福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Amen)  　新聖詩  #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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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樂 (Postlude)         默禱閉會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本週證道]
題目：人都在找你                         講師：黃景彬牧師

經文：馬可1:2939             日期:2/8/2015
         
有一個很有名的美國工程師，Frank Lloyd Wright。當他小的時候，
曾發生了一件一生都忘不了的事情。有一天，他跟他的叔叔一起去外
面走路，那時候他只有九歲。那天恰好是剛下完雪，所以兩個人就走
在雪地上。當然，這就會留下腳印。走了一會兒之後，他的叔叔就停

下來，也叫Frank 停止。然後他就叫Frank往後看。看到的是什麼呢

? 他叔叔的腳印在雪上是直線的。Frank 的腳印呢? 竟然是彎來彎去

的。一下子往左，一下子往右。他叔叔就對他說， “Frank，你看你

的腳印跟我大大不同。我的呢? 是一條直線。你的呢? 一下子到了牛
場，一下子又在池塘邊。不專心在走路。人生呢，一定要像我走路一

般，不可以分心，一有目標，就要直直的往前衝，才會成功。”
這個對話在Frank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影響。結果怎麼樣呢? Frank 長
大了以後，他就講， “那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從那天
開始，我就發誓，我絕對不會跟我叔叔一樣，一生為了衝到目的，路

程上都沒看到風景，失去了很多美好的經驗。” Frank從那些腳印看
到人生的一點哲理，也就是有時候，我們的目標會攔阻我們找到人生
的快樂，歡喜。而且會錯失掉一些神要我們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也知道，如果一個人要成功，一定要努力以赴。要當一個醫
生，一定要花很多時間去明白人的身體，學習怎麼樣去醫治它。如果
不這樣做的話，病人是會有生命危險的。要當一位老師的話，是要花
時間看書，準備教材的。若是當一個木匠，還沒有釘釘子之前，一定
要量好位子，看準了以後才可以。當一個母親，或者是一位父親也
好，是要有所犧牲的。因為我們是要為我們的兒女的好處而犧牲的。

不是嗎? 

是的，一個人的生活如果沒有目標，活著不會有意義的。可是，

當我們有了目標以後，就應該往那裡一直衝嗎? 也不一定。Frank 
Wright在九歲時候學到的，有一些人一生都學不到。生活的目標不
一定是那一個標竿，重要的是要到達那個標竿的過程。上個禮拜，我

們思想的經節就是今天讀的經節之前。不知還記得嗎? 上個禮拜，耶
穌是在會堂裡。我有說到那個地點很重要。今天讀的經節是在三個地
方，先在彼得的家裡，然後在他家的門口，接著耶穌就到加利利的所
有的地方。上個禮拜，我有說，耶穌及門徒，從一個宗教地點移到一
個信徒的家。從一個信徒的家移到這個信徒的家門口 。從他家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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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移到應該宣教的社區。舉例來講的話，馬可在教我們，耶穌及他的
門徒從私人的信仰 ，應用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 就是我們的家中。
接著，從私人的生活中，去接觸我們家門口的人，就是親戚、好朋友
和我們的鄰居 。之後，從我們的門口的人，我們的信仰就要用到世
界上的社區，也就是加利利。所以目標其實是宣教在加利利。這樣說
來，這一個過程，相似於我們信仰的旅途以及成長過程，所以非常重
要。我們要好好來思想。

一，在這一個信仰的成長過程當中，真的需要賣命，努力工作

1:30 “耶穌進前拉著她的手，扶她起來，熱就退了，她就服事他們。

”
幫助別人，也受人的服事。

1:34 “耶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 
以愛治療有病的人，以耶穌的恩典救不潔淨的人，

這樣做，人都會找你。這是在家裡，門口。是我們 “基督之家”裡的
工作。我們真的需要賣命，努力工作。

二，在這一個信仰的成長過程當中，需要時常去聚焦我們的目標

耶穌的目標並不只停在家裡，門口。

隔天，1:38-39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
村，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於是在加利利全

地，進了會堂，傳道，趕鬼。”
門徒還要耶穌在家裡，門口。這是分心的事物。有時候， “基督之

家” 裡的工作，也是分心的事物。所以我們需要時常去聚焦我們的目

標。就算其他人都在說，“眾人都找你”。目標仍是加利利，不是待
在家裡與門口。一個教會失敗的原因，許多都是因為待在家裡太久。

三，在這一個信仰的成長過程當中，不可忘記時常祈禱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

禱告。” 我們不可忘記時常禱告。因為禱告是我們跟主溝通的時候。
跟主溝通，讓我們有力量，有引導，可以靠神的旨意來隨時應變。

結尾，人都在找你，這是一個福氣，有時也是一個可能使我們分心的
事物。所以我們應當隨時與神溝通，隨時願意為神應變。當我們這樣
做的時候，我們就會發覺，神真的是與我們同在。

消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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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姐，會後請到二樓交誼並享用茶點。

2 今日成人主日學黃景彬牧師要主講"Basic Christianity (Q Place) 
請注意：成人主日學在一樓的Chapel, 2:50 pm開始。

3 下週主日(2/15)禮拜後有春節(舊曆新年)聚餐，一家一菜，請

到公佈欄登記，多謝!
4 家庭團契包水餃/座談會活動於昨日(2/7)舉行，有吃有喝有玩

有分享，大家都歡喜快樂! 多謝團契同工及多位兄姐辛苦籌劃
準備，以及大家踴躍參加。特別感謝美玲、潔君、繼昌、和
英民預備食材和遊戲。

5 白 話 文 研 習 會 將 於 3/1(日 ) 開 始 ， 連 續 5週 ，
11:30am~12:30pm，若需詳細內容或要報名，請找雅清姊。

6 "Elijah's Promise Soup Kitchen" 徵求周六 (1-4pm) 義工，日
期是 2/14和 3/7，願意服事的兄姐請與 Darren Ochs聯繫 : 
dochs629@gmail.com

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慶祝宣教150 週年，感恩禮拜將於2015年
4月5日（復活節主日）上午10時在林口國立體育大學綜合
體育館舉行，歡迎報名參加。

8 TKC 將於2/20(五) - 2/22(日) 舉行退修會， 請代禱!

小會公告：

1、本會年度大會於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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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德淵兄和宜帖姐於1/30 增添一女孫，Kayla (7 lb, 5 ounce)，請
恭 喜他們。

生活充實俱樂部：   
       2/11       看Video: "如何能吃得高枕無憂，大腸癌怎麼發生 (王輝

明醫師)〞
       2/18       慶祝舊曆新年

上週出席與奉獻 (2/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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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部 英語部

出   席 85 29

奉   獻 $3090.00 $313.00 Women Fund
$72.00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2/8
主  理
2/15 地    點

日
2/8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黃晉文 何德淵 Chapel

日
2/8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2/8

成人
主日學

2:50pm-
3:30pm 黃景彬 春節聚餐

Fellowship
Hall

日
2/8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2/8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春節聚餐

Children               
Library

日
2/8 TKC 2:45pm-

5pm
成人主
日學

春節聚餐
Basement
Room 1

日
2/8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春節聚餐

Handbell
Room

四
2/12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2/12
廖愛信
I John

4:7-5:12

2/19

I John
5:13-21

Board
Room

五
2/13

分區
查經

地區

Brunswick

Edison

Princeton

主理

何德淵

張文旭

張聖珍

內容

彼前
1:13-25
彼前

1:13-2:10
彼前

1:13-2:10

地點

新欽與美雲家
732-613-8196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繼義與曼麗家
908-874-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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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配 

本　　　週
(2/8/2015)

下　　  週
(2/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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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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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繼義   吳曼麗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Cynthia Sonya

茶      點 黃再蘭 春節聚餐

整      理 陳毓盛, 邱瀚賢 黃民安, 李梓義, EM

每日讀經 ( 2/82/14/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8 馬可 1:21-28 你從這經節中學到甚麼關於“醫治”?
2/9 林前9:24-27 甚麼是生命中不能毀壞的獎賞?

2/10 詩篇30 你從這詩篇學到甚麼關於“恢復生命的醫治

”?

2/11 列王紀下
5:1-14 你向誰尋求指引來得醫治?

2/12 詩篇149 你如何保持信實，為什麼因此喜樂?

2/13 創世紀
50:15-21 你從這詩篇學到甚麼關於“如何面對懼怕”?

2/14 Your Choice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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