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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陳美雲長老        證道：蕭清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April 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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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耶和華是咱的牧者

 眾 為著祂的羊，祂放捒(sap) 性命

     司 恩典與慈悲的確與咱同在

 眾：咱欲住佇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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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202 「上帝原本是我牧者」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Peace Like a River                       Arr.：Joel Raney  
                     聖歌隊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in my soul.
I've got love like an ocean.
I've got love like an ocean in my soul.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When we've been t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 first begun!

 I've got joy like a fountain.
 I've got joy like a fountain in my soul.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in my soul.

認罪呼召 (Call to Con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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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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時tī 阮 ê 中間 ê上帝啊，阮 ê 生活kah性命充滿chēchē大細纏絆
（tîⁿpòàⁿ）阮 ê 事，hō ͘阮向無仝款 ê 路teh行（kiâⁿ）。阮承認阮軟
弱，有時驚惶koh迷惑，呣知tioh̍按怎（ánchoáⁿ）作。求祢提醒阮，
祢不時tī阮 ê 頭前用真光teh照阮，koh親手teh牽阮。求祢hō ͘阮專心
koh全心倚靠祢，得氣力來tòe祢，得安心歡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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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23           (舊約：藍: p595  , 紅p 680 , 棕p680)
約翰10:1118 (新約：藍: p118 , 紅p163  , 棕p163)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上主是我的好牧者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201「上主作我至好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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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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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0「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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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證道 ] 題目 ：上主是我的好牧者         證道者：蕭清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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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節：詩篇23；約翰福音10:11-18
時間： 2015年4月26日（復活節第四主日）

今日的主題經文詩篇23篇是我們所熟悉，喜愛，甚至可背唸的
一首詩。無論在喜慶或哀傷，萬事亨通，事事挫折不如意的困境
時刻，都可適時用來朗讀並默思的詩。此詩歷代贏得了無數的誦
吟及讀者的回響，激勵與安慰了難以計數的人的心靈

詩人用他以及當時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體驗的實況為背景—就是
以遊牧生活為主要生活模式中的「羊」與「牧者」的密切關係--
用慣用簡潔的詞句來表達詩人個人以及所屬信仰社群(faith 
community)的對「上主」יהוה YHWH的共同信仰與祈願。實在是
一首信仰「宣言」與「祈禱」的詩。

詩人首先提出主題，以第三人稱的描述語法，記述他信仰對象
的內涵 「上主」是「我的牧者」。「上主  YHWH （原譯 יהוה 
稱「耶和華」）是神聖不可濫稱呼者，至尊無對的造物主，主掌
全人類歷史，且主動宣召詩人的列祖及他們所遵循的生活規範
，「律法」的頒佈媒介，領導他們脫離為奴的埃及地，來進入應
允地迦南，更是選召他們建立國族者—包括亞伯拉罕 摩西 約
書亞等—也是與他們訂立恩典「契約」的 真神」上帝

詩人肯定有此「上主」為「我」的—不是別人的--「牧者」，
因此就不曾 也不會有所「欠缺」：此 牧者 曾經帶領 也會再
帶領「我」到豐盛又充滿生活中必要的食物，青翠的草坪，以及
維生不可缺的清涼止渴的活水。不但如此，更復原שוב (shub)了「
我」的生命本質、生命氣力--「靈魂」נפש (nephesh) –他就可得完
完整整的性命。

從此「上主」得引導「我」進行人生「應該行走正義的路程途
徑 。此「義的路」不盡是平坦一帆風順的路。「義」的路不是
「西瓜倚大傍」「看時舉合時旗」（台灣俗語），可安穩行的路
。反而是有不停的挑戰，坎坷難行的路。因為「義」的路是遵循
「上主」的路，是反屬世財富極權勢力所指使的路，以屬世眼光
看是可怕，甚至會導致「死亡」的路。是耶穌所說受世間所厭恨

所棄捒「苦難」的路。但是有「上主」為主者，可不必驚惶失
膽。因為有「祢」--「上主」「同在」。「上主」是「以馬內利
」的主，無論何時何境遇 周遭，「我」--歸順「上主」者—可
不怕「災害」（也就是一切邪惡與其所帶來的惡果，死--「死蔭
的山谷」）。你、我要選擇「誰」為「主」來尊崇順服？ 真神「
上主」或「暗世君王」--屬世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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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詩人採用巧妙的文字諧音來提醒讀者：上主是「我的牧者
」原文是רעי (roi)，是由 同伴 至友 的רעה rah延伸出 附帶
代名詞的「我的」的字，而是與「災害」的原文רע (ra)同音，只
是母音長短的差異。有「上主」為「牧者」רעה rā  者就可無懼面
對「災害」רע ra的挑戰。
「牧者」與「災害」是如此接近卻如此分離。其差別樞鈕在於人
與「上主」的關係.

我們在前不久慶祝救主耶穌的復活節 我們都記得復活的救主
耶穌進入閉門深鎖懼怕的門徒中時，所說的話「願你們平安」--
不必怕— 我 仍活生生與你們同在，陪伴你們。耶穌也向他們
「吹氣」，使他們的生命心靈有能力、活力。 

既然有「上主」當「我的牧者」，「祢」（祂）不停用槌、柺
來保護、督責、教導。這正是我們由面向地、對屬世資源權勢的
盲從，自尋出路，來「轉向」舉首仰望「上主」，順服「上主」
的「槌」、「柺」的保守引領的時刻。就在強人、強勢、強國、
大敵面前，上主已經為「我」排設得勝的大宴席，「我」受邀請
為上賓，受香油所膏，滿滿有餘的美食佳肴兼有好酒，心靈也無
所懼怕，可安隱享受。終生一世有「上主」的「恩典」（סוב tob, 
美善）與「慈悲」（חסד chesed，永不止息、信實的愛）「追隨」
我，「緊隨」不離我。

新約裡耶穌宣佈祂就是「善美的牧者」，甚至是為羊獻性命的
牧者。善牧認識祂的羊，甚至可呼叫每隻羊的名字。祂來呼叫你
我每人，我們是否認得祂的聲音，願意回應跟隨祂，來得享有善
牧所提供的一切恩典 ？

詩人的結語是「祈願」，要永遠居住生活在「上主」的「家
」也就是可日日與上主交往的地方，可說也就是，（beth בית）「
聖殿」。耶穌本身成為此神人交往的「聖殿」。如保羅曾說「在
基督裡」（εν Χριτω in Christ）的生命。這實在是人生應有的終
極的祈願。詩人、保羅 耶穌、歷代聖徒都在向我們宣召、邀請
。我們來回應說，「上主啊，祢是我的牧者….願我永遠居住在上
主的家。」「阿們，又阿們。」 
消息報告：

1 感謝蕭清芬牧師的證道，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會後請到二樓
交誼與享用茶點。

2 今天成人主日學邀請蕭清芬牧師主講彼得前後書與約翰三書。
3 義賣活動已開始，若要訂購芭樂心茶、香菰、木耳的，請找頌

惠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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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10母親節聚餐，請男士們到公告欄簽菜單，不一定要自己做
菜，帶外賣也可。媽媽們若要做拿手菜，也很歡迎。

5 5/9  春季大掃除9am  2pm，需要你來參加，教會準備Pizza供午
餐。

6 一年一度的PW 生日捐獻已開始，一歲25Cents，請多多支持。
7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將於7/247/26在DeSales  University,  PA舉

行，請預留時間參加，詳情將再公佈。

教界消息：

       1 5月1113 NTPC 牧長研習會在Austin 舉行。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Austin NW Arboretum  10711 North
Research Blvd.  Austin, Texas，主題：創世記中的男女族長。
5/135/15教會事工分享，主題：教會翻轉。

       2 NTPW年會5月1315日加入NTPC的Program 在同一地址舉  辦
，有意參加者，請洽淑玲長老。
       3 6/1821  PW (全美長老會婦女聯合會) 將在Minneapolis, 

Minnesota舉行三年一次的大會， New Brunswick PW與 
NTPW將贊助，有意參加者請看佈告欄或洽淑玲長老。

小會公告：

       1 我們很高興聘請到Rev.  Dr.  Paul LaMontagne
as Minister of SKY Fellowship

生活充實俱樂部： 
         4/29/2015  觀賞紀錄片: 青春啦啦隊  

         5/6/2015    母親節聚餐  

上週出席與奉獻 (4/26/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96 26

奉   獻 $ 2,815.00 $ 187.00
$

特別奉獻
感恩

$900.00

 聖工分配 

本　　　週
(4/26/2015)

下　　  週
(5/3/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陳美雲   黃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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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陳美雲   黃晉文

值 日 長 執 張文旭  賴文義
Darren Ochs 

許史青

來      賓                蘇英世                  吳建勳

司      獻 賴文義   陳叔承
梁慶弘   許史青

許史青　邱瀚賢
莊志維    劉麗玲

招 待 家 庭 TBD 陳繼昌   林佳敏

清 點 奉 獻 吳秀仁  Wilson Young 楊純貞    余秀美

育      嬰 Cynthia YaChing

茶      點 陳叔承  TBD

整      理          梁慶弘  林柏儀     謝慶賢    Alfred Chang

每日讀經 (4/265/2/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4/26 約翰 10:10  11:18 關於"做領導者"你從這段經文中學到什
麼?

4/27 約翰一書 3:1624 在行為和誠實上彼此相愛是什麼意思?

4/28 詩篇 23 恩惠慈愛如何在你一生中每日與你相隨
?

4/29 使徒行傳 4:512
你從這段經文學到什麼有關"醫治" 和
"健康"?

4/30 以賽亞書 35 我們怎樣在今天成為喜樂的器皿?

5/1 詩篇 116:13, 10
17

什麼時候你曾呼叫耶和華的迷名？

5/2 Your Choice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要剛強壯膽？

教會行事表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4/26
主  理
5/3 地    點

日
4/26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梁慶弘 張文旭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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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4/26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蕭清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4/26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蕭清芬 TBD Chapel 

日
4/26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4/26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4/26 TKC 2:45pm

5pm 查經 祈禱會
Basement
Room 1

日
4/26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4/30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4/30
李智惠
何西阿3

5/7
魏淑玲

何西阿 4
Board
Room

五

5/1

8pm

查經

地區

Bridgewater/
Warren

Coast Area

主理

廖愛信

蔡逸夫

內容

彼前 I
4:125:14

彼前 I
4:125:14

地點

清一與愛信家
7325003658
慶賢與文秀家
7327808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