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楊英才長老         證道：蕭清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February 22, 2015 
﹌﹌﹌﹌﹋﹌﹋﹌﹋﹌﹌﹋﹌﹌﹌﹌﹌﹋﹌﹌﹌﹌﹌﹌﹌﹌﹌﹌﹌﹌

迎主入心 (Welcoming the Lord into Our Hearts)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耶和華所立約的眾百姓啊，著感謝!
 眾：耶何華是咱的救贖者。

     司：耶和華的眾小子，著近倚。

 眾：耶穌基督與咱佇啲。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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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281  「上帝此時臨在」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Gentle Voice"                                   聖歌隊

Far above the noise of life, there's a voice that is gently calling
"Leave behind your cares and strife, come to Me. I will give you rest.
Bring your fear and bring your pain.
Bring your anger, and bring your worry",
Do you hear the voice of Jesus, gently calling, "Come unto Me"?
 
Gentle voice, so meek and mild; gentle words of understanding,
"You are my beloved child. Come to Me.
I will give you rest.
Bring your fear and bring your pain.
Bring your heartaches and bring your sorrow"
Do ou hear the voice of Jesus, gently calling, "Come unto Me."?
 
Gentle voice, so full of love.
Gentle words so rich in mercy.
"You are my beloved child, come to Me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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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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阮的上帝啊， 雖然阮只不過是土粉，總是佇祢的約，祢顯明對
阮的疼；但是阮卻未記得，祢永遠的疼。在曠野，祢找阮，總是阮
猶原迷失佇罪中。主啊，求祢赦免阮，再一遍洗清阮，幫助阮來歸
屬祢，照祢的旨意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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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9:8-17 (舊約：藍: p8 , 紅p10, 棕p10)
馬可1:9-15  (新約：藍: p39 , 紅p56, 棕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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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晝夜的路程」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441「上帝聖神引導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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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上帝疼痛贏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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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晝夜的路程             講師：蕭清芬牧師
經文：創世記9:817；馬可1:915 日期 :  2/22/2015

（大齋期第一主日）
  
  今日是農曆春節後第一主日，又是教會年曆的「大齋期」(Lent)  第
一主日 -- 「大齋期」是由「火灰週三(Ash Wednesday)」開始起算到
耶穌復活主日，除主日以外共四十天，是深思耶穌在曠野四十晝夜禁
食、受試、來預備心進入耶穌的受難。此時間可說是俗世與神聖「時
間」週期復歸到出發點互相交叉的開始，是可喜又是嚴肅的時間。
首先容允我向各位弟兄姊妹說恭喜「新」年。我們年年都守此齋節

期，是為了要在「溫故」中來「迎新」。如Denmark 的神學/哲學家

Soren Kierkegaard所說「生命唯由回顧中才得了解，但是要在前瞻中前
進。」

       今日的舊約經課是挪亞時代，因為遍地罪惡貫滿，上帝用洪水淹
滅受造萬物，只留挪亞一家及方舟內眾生後，上帝立約應許救贖的

「新」創造的開始；新約是上帝之子耶穌基督「福音」-- 新契約新生命

—的開始。「新」是在上帝權限內的「恩賜」，不是人意慾訴求就可
獲得的。

     在人與宇宙萬物生命中，因上帝奧妙恩典，早就藏置了生命「更

新」的DNA。在實存敗壞與「致死」(sickness  unto death)性命中，
上帝賞賜了新生命、盼望、與可能性的保証。大齋期是此保証的「重
新」。

     馬可福音並沒記載類似馬太或路加福音書耶穌出生「聖誕」的事
項，隨即跳到耶穌受洗時的神跡，「天裂開」、「聖神降臨」、上帝

本身「發言」肯定祂的神聖「地位」--此大「神跡」高超「靈性」經
驗及現象。我們雖然沒有如此戲劇性的經驗，但是也多多少少有聖靈
「充滿」的心靈內在體驗。

     但是此「神跡」卻不繼續「保持現況」。聖靈充滿不是靜止的 status 
quo。聖靈「立刻」「催促」耶穌到「曠野」--就是與有活水又有「聖
靈」臨格的約旦河完全相反的周遭。有「魔鬼」的「試探」，又要與
「野獸」「同住」。聖靈充滿是「動力」性 的，是驚喜、挑戰、危
機，是「可畏」卻是充滿新可能性的。這不但是耶穌的生涯經歷路
徑，也是我們跟隨祂 的人，你、我、基督徒必定要走的 路徑。

「大齋期」是要引導我們「回歸」到此路徑的「出發點」，再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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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與祂同經驗此路的時間與空間之時。「曠野」是荒廢而沒有任何

屬世資源，而且又得與「野獸」--現世險惡的權力-- 共同生活的實存周

遭。更可怕的，也要面對「撒旦」--惡魔—考驗、挑戰的地方。所存
留唯一可靠的是「超自然」由上帝來的能力。在人力難抵擋時空，卻

仍有「天使」--上帝所差遣，「勝過人所能預料到的聖靈的能力」-- 來
「侍候」，來扶助。昔日以色列民，上帝子民，不但經過紅海，也要
經過曠野，行過約旦河才進入「應許地」迦南。他們在「曠野」經驗

到上帝的恩典能力的引領，也聽到上帝頒發的誡命律例--行事為人的基
本原則，來保全他們做為上帝子民的身份。

 我們今天作基督的跟隨者，人人都「欣慕」要多少經驗天為我們
來開，得聖靈充滿，得恩寵。但是「曠野」也是我們必然要經過的旅
途。坎坷難行，但是有「天使」的「侍候」，如詩人所說，「祢與我
同在，祢的牧杖、祢的牧竿，安慰我」的 確保。

    聖經用富有深奧的表象「四十天」來描述耶穌在「曠野」的期間，

有「魔鬼」來「試」祂—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更提起三項「試」的
內容，綜合了萬「試」的內涵。「四十」是指長期連續的期間，挪亞
的洪水「四十」天，以色列民在曠野流浪「四十」年，摩西上西奈山
「四十」天與上帝會面，由上帝親授「十誡」。「四十」是指「一生
一世」的時間。耶穌曾靠「上帝的話」來勝過撒旦的考試。我們也有
同樣可靠「生命的話」，作為「選項」，不斷有「腳前燈、路上光」
的恩賜保証。
     

今天是上帝所為我們預備「新旅程」的開始。我們要視此旅程

作為「觀光旅遊」或DIY 的旅程，或者是神聖朝聖者的天路路程？

Tourist itinerary or Pilgrim’s sacred journey?上帝將此路排在你我面前，
讓我們自由選擇。我們若回應上帝又倚靠祂來站立在「聖」地、聖

「路」，就應該如上主向摩西所指令的，脫去腳上的鞋—自己保護--
「赤腳」完全倚靠上帝，腳底踏在崎嶇，有碎石荊刺難行的路，五吋
「高跟鞋」也無能保護的路。可能會受傷。但是既有「聖」的目標，
「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必害怕」。甚至在兇敵陣前「祂必為我們
排設〔勝利〕的宴席」。「恩典與慈悲的確陪伴我們一生一世。」    
來，我們可安心靠祂，來與祂同行「四十晝夜」「大齋期」，朝聖者之
「天路」歷程。上帝已經為我們舖設了真正的恩典的「新」路程，盼望
與復活的光明在等候，在終點迎接我們。

消息報告：

1 今天是大齋節的第一主日，感謝蕭牧師講道。歡迎參加禮拜的
兄姐，會後請到二樓交誼與享用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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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人主日學本週由Rutgers 大學的韓采燕同學主講"社會企業在
台灣"。下週由何德淵教授主講。

3 TKC於2/20(五) - 2/22(日) 舉行退修會，請代禱他們回程平安!
4 浪人留宿 (Homeless shelter)徵求志願幫忙者，時間是2/22-2/

28，有意服事者，請到公佈欄報名登記。

5 白話文研習會將於 3/1(日 ) 開始， 11:30am~12:30pm，連續
5週，詳細內容或要報名，請找雅清姊。

6 "Elijah's Promise Soup Kitchen" 徵 求 週 六 (1-4pm) 義 工 ，
日 期 是 3/7， 願 意 服 事 的 兄 姐 請 與 Darren Ochs聯 繫 : 
dochs629@gmail.com

7 日光節約時間從3/8 (日)開始，請兄姐們記得將時鐘往前撥快一
小時，以免錯過當日聚會時間。

8 本會邀請蕭俊良教授於03/28(六) ，10 am - 3 pm，在Fellowship 
Hall主講[約伯記]，講題為 "When good people suffer -- the book 
of job as literature and Theology"，以英文講授，一切免費，請踴
躍參加。為便於統計午餐人數， 請在03/25之前向蓓蓉、繼義
或英才報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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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本會將於復活節4/5舉行洗禮、堅信禮與轉籍，有意願的，請向

黃牧師或小會議長楊英才長老報名。學道班將於3/28與4/4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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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沒有聚會

3/04    李正福教授主講 "參與台灣經濟發展 經驗的分享"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2/22
主  理

3/1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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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22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林又堅 陳東亮 Chapel

日
2/22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蕭清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2/22

成人
主日學

2:50pm-
3:30pm 韓采燕 何德淵 Little Chapel

日
2/22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2/22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2/22 TKC 2:45pm-

5pm 退修會 個別靈修
Basement
Room 1

日
2/22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2/26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2/26
陳玫麗

I John
5:13-21

3/5
孫淑真

John II
Board
Room

五
2/27

分區
查經

地區

Edison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何德淵

內容

彼前
2:11-17
彼前

1:12-25
2: 1-12

地點

毓盛與昭瑩家
732-815-0536
德淵與宜帖家
732-698-7690

上  週出席與奉獻 (2/15/2015)
台語部 英語部

出   席 74 26

奉   獻 $3,642.00 $421.00 Women Fund
$119.00

聖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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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2/22/2015)

下　　  週
(3/1/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楊英才 蔡申怡

報      告 楊英才 蔡申怡

值 日 長 執 Christine Su / 邱瀚賢 陳美雲   蘇添貴

來      賓 何德淵 吳愻志

司      獻 劉麗玲   莊志維
邱瀚賢   洪潔君

邱瀚賢  劉麗玲
莊志維  蘇添貴

招 待 家 庭 林繼義   吳曼麗 陳毓盛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廖愛信  孫淑真

育      嬰 Agatha Cynthia

茶      點 呂文琴 林宜帖

整      理 張文旭   陳繼昌 鍾崇仁  劉斌碩

每日讀經 ( 2/222/28/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2/22 馬可9:2-9 被稱為”上帝的兒女”帶給你什麼誘惑?

2/23 彼前3:18-22 如何在靈裏活著?

2/24 詩篇25:1-9 求上帝指引祂的道路是什麼意思?

2/25 創世記 9:8-17 如何認出你與人或與神立約的記號?

2/26 詩篇19 你從這詩篇學到甚麼關於“如何聽神的話

”?
2/27 以賽亞25:1-9 在這經文中上帝的形像和你有何關聯?

2/28 你的選擇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