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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張文旭長老          證道：黃景彬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pm                                                                                 June  0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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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誰是咱的主宰舆救贖者？

 眾：咱的主上帝，獨獨咱的主。

     司 誰是咱的兄弟姊妹？

 眾：那些尋求上帝的旨意的。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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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440  同心聚集主聖會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這是天父世界」              　　　 聖歌
隊
         

我心讚美上帝  自然永活之父  
天地萬物相及應聲讚美祂大尊名  
樹木田園水泉 穹蒼大海高山  
顯明祂大全能榮光  仁愛公義齊全  

我心讚美上帝  世間眾人之父  
空中飛鳥吟詩出聲讚美祂大尊名   
溪水草埔青翠  香花果子極美  
日光照來涼風吹來  講起祂大仁愛

我心讚美上帝  使我永遠記啲
雖然歹勢暫時縱橫  公義之主穩當得勝  公義穩當得勝
 
我心讚美上帝  爭戰進行無退  
耶穌甘願為咱獻祭  互天與地成一體
我心讚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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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三一上帝啊，阮承認自己沒過一個榮耀祢的生活。祢使阮做
祢的孩兒，但是阮尋求別的救主。祢接納阮入祢的厝，阮卻帶來衝
突與分裂。恩典的主啊，懇求祢赦免阮！通過耶穌基督阮的主，更
新建立阮，使阮會通準備好，來住在祢所應允永遠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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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5 (新約：藍: p42, 紅p61  , 棕p61)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癲狂的基督，癲狂的基督徒」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367 受主贖回  受主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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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4 對馬利亞出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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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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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癲狂的基督，癲狂的基督徒                  證道者：黃景
彬牧師

經節：馬可3:20-35 時間  6/07/2015

這段經節，是新約聖經裡面一段比較難懂的經節。並不是因為
字難懂，而是這一個道理，耶穌說的話，會讓我們吃驚，甚至於不接
受。許多基督徒就是因為這樣，時常讀到這段經節的時候，就跳過去
。好像不去看它，它就不存在了。看到它，讀到它，就會說一句，我
不懂，就好了。其實許多牧師也會這樣做，一看到這種經節，就懶得
去分析，因為實在是很困難。尤其是3235節，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
著，他們就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耶穌[
竟然]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不只這樣，耶穌
又往四面觀看那周圍坐著的人，說：「看哪，[這才是]我的母親，我的
弟兄。凡遵行　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耶穌，你
在說甚? 難怪在21節的地方，耶穌的親人會說，他已經癲狂了。既然有
癲狂的耶穌，那是否我們當基督徒的，有時候也是要癲狂的呢?

二十年前，我大概也是這個時候回到聖和西。我父母那時候住
在那裡。當時，我已經決定要去神學院了，我父母也答應要支持我去
念神學院。可是，我大學還沒畢業，所以還沒開始讀。就是因為這樣
，為了要試探我的決心，爸爸就請了很多位牧師來到我們家來跟我講
話。其中一位，就是陳明賢牧師。他跟我爸爸是好朋友，也是很久以
前，還在台灣的時候，一起做大學事工的同工。所以很熟。

陳牧師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潑冷水。  他聽說我想要去讀
神學院，想要當牧師。他就來到我們家裏，想跟我說當牧師不好當，
真的要想清楚一點。他就跟我講了許多他經驗過的故事，教會發生的
事情，甚至一些會友欺負牧師的事情。他想說這樣子，我才有比較完
整的觀念。雖然 聽了許多這種故事以後，我還是決定要去神學院。然
而，我心裡有一種想法。就是當牧師的人很可能必須有一點點癲狂的
心理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怎麼會聽到這些故事以後還要去當牧師
呢? 做上帝的事工，有時候是要一點點癲狂。

有一次，我去一間教會找那間教會的牧師。在那教會的辦公室
裡，一位秘書坐在那裡。當我坐著等牧師的時候 看到這位秘書的書桌
上，有一張紙貼在她的電腦螢幕上。寫什麼呢?  上面寫說，  “雖然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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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工作的人不一定需要有癲狂的心態，但是如果有的話，這並不一定
是壞事，而且還會有所幫助。”

我看到這張紙的時候，就笑了出來。這位秘書聽到我笑，就看
到我正在看她那張紙。她也對我咪咪笑，我們倆什麼都沒說。  因為她
知道我也是一位牧師，我們倆就互相了解這張紙的意思。陳牧師也好
，這位秘書也好，我現在也了解了，做神的工作，有時候真的必須要
有一點點癲狂症。

這也不奇怪了。因為如果好好想一想，我們教會的事工是蠻不
正常的。與世上的事工都不一樣。我們教會不是一所俱樂部，也不只
是一個民間組織。所以教會裡的事工會跟世上有差別。我們的想法，
會與世界上的想法有差距。我們會做一些事情，或說一些話，讓不信
的人感到奇怪。

不只是非基督徒會感到奇怪，有時候有一些事情發生在我們的
教會裡，我們也會感到有點奇怪。這也是難免了，因為我們不只是活
在教會裡，我們也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受到世界的影響 所以有時候神
在我們教會裡做事的時候，會是一些我們想不到的事。

我們今天讀的經節裡，耶穌也是被人說祂癲狂了。可是大家有
沒有注意到，當人說他是癲狂的時候，祂自己的家人不只沒有否認，
還相信了這些陌生人。耶穌的親人，看祂長大的，也說不定跟祂一起
長大的，竟然沒有否認這些陌生人的想法，還幫他人把耶穌拉住。有
時候，這一些須有癲狂心態的事工，連我們自己人都可能認不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這些人會認為耶穌
基督是癲狂的，甚至於祂自己的家人都相信了。我們往回查一查發生
什麼事了。

馬可 3:1-6

“耶穌又進了會堂．在那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眾人窺探
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穌。耶穌對那枯乾一隻
手的人說、起來、站在當中。又問眾人說、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
害命、那樣是可以的呢．他們都不作聲。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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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心剛硬、就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
法利賽人出去、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一位枯乾了一隻手的人。

代表: 為了醫治  (不只是身體上的，心靈，屬靈上的也是)一個人
，為了一位被拋棄的人，耶穌會  “癲狂”的去挑戰宗教與信仰上的習慣
，甚至於基督教的教條 (dogma)

馬可3:7-12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還有許多
人聽見他所作的大事、就從猶太、耶路撒冷、以土買、約但河外、並
推羅西頓的四方、來到他那裡。他因為人多、就吩咐門徒叫一隻小船
伺候著、免得眾人擁擠他。他治好了許多人、所以凡有災病的、都擠
進來要摸他。污鬼無論何時看見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著說、你是
神的兒子。耶穌再三的囑咐他們、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耶穌在眾人面前做奇蹟。但是又囑咐污鬼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代表: 一，神的事工，須看時機。二，神的事工，不一定是為了
要有具體性的結果。具體性的結果會讓我們有好的感覺 神的事工的用
意，不一定是為了這個，而是為了醫治人。人，最重要。

馬可 3:20-21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喫。
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

人多到連飯都沒辦法吃了。

代表: 神的事工，讓你連飯也顧不得吃。也會讓你消化不良。並
不是凡有平安，安心的事工，就一定是神要我們做的。

結尾舉例:

有一位牧師，他是在美國南部長大的。是在19501960  年代在
Arkansas州長大的。他是白種人。當然，那時，美國正在掙扎關於公民
權利的問題。他寫了這個見證。

“那時，我對這一個公民權利運動有不滿，因為我是在一個白種
人權，種族分歧的環境裡長大的。我對這個  “惡”的關念已經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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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小就被教導這種想法。這些教我的人，你們一定想說是一些壞
人。其實不是。這些人，都是一些懷著好心的人，有愛心的人。這些
人，包括了我的母親，教會的人。他們為何會教我這些概念，並不是
因為他們是惡人，相反的，他們都是有愛的人。但是因為他們被一個
種族分歧的概念所綑綁，因此，接受了這一個惡的觀念。

當我開始聽到神給我其他的聲音的時候，當我開始對這一個惡
的觀念有疑問的時候，我就對我的家人，我的社區，開始有內心裡的
衝突。這是很痛苦的，到現在我還是一直在跟我自己的心靈鬥爭。”

神要我們做的，就是這些。並不是因耶穌是一位反對家庭，自
以為是的人。因為我們記得，當耶穌即將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有想
到他的母親的安危，托約翰照顧馬利亞。但是耶穌是一位: 為了要救人; 
為了要醫治人;  為了人，會做癲狂的事的基督 如果我們要成為他的學
生的話，我們也要成為"為了要救人，會做癲狂的事工的基督徒"  

思想問題:

一，身為一位來到美國的台灣人，在我們自己的家庭裡，是否
有像這位牧師的這一種的包袱，是我們應當癲狂點，棄了它來
做神的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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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為一位來到美國的台灣人，在我們台灣的文化 社會的
想法裡，是否有像這位牧師的這一種的包袱，是我們應當癲狂
點，除去了它來做神的事工的?

三，身為一位台美基督徒，在我們移民的心態裡，是否有像這
位牧師的這一種的包袱，是我們應當癲狂點，除去了它來做神
的事工的?

消息報告：

1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會後請到二樓交誼與享用茶點。
2 今天成人主日學在一樓，  3:00  pm 開始 Professor  Elsie McKee

主講："誰是你的兄弟姊妹" 請踴躍參加。下週(6/14)  成人主日
學將由黃景彬牧師主持: "Q Place 講道座談"

3 今天下午2:153:00 SKY舉辦暑期短宣飲食義賣，有很可口的
食品、台灣小吃，請多多支持。

4 黃景彬牧師最近在各分區帶領兄弟姊妹，一起以禱告的心尋求
更多在教會服事的熱誠。日期是6/5  (上週五，Bridgewater)  
6/12(五) 和  6/13(六)  時間和地點在週報"教會行事表"，請踴躍
撥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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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13  (六)教會舉辦Biking  Fun  Day。地點:  West  Picnic  Area 
Parking #2   Mercer County Park ；時間: 9:30am 6:00pm，請踴
躍參加。

6 "Elijah's  Promise  Soup  Kitchen" 徵求週六(1-4pm) 義工，日期是
6/13，願意服事的兄姐請到公布欄登記 或與Darren  Ochs聯繫: 
dochs629@gmail.com

7 今年的暑期聯合靈修會將於7/247/26  (五日)  在DeSales 
University,  PA  舉行；已開始報名，請向招待領取報名單，填寫
後請交美雲長老。

8 暑期(78月)主日聚會將改為中午12點， 請留意聚會時間。
9 一年一度的PW 生日捐獻已開始，一歲25Cents，請多多支持。

教界消息：

1 PW  (全美長老會婦女聯合會)將於6/1821在Minneapolis, M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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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父親節與青年主日，我們將舉辦野外禮拜，烤肉，並獎勵畢
業生。若您知道任何畢業生的名字及所獲學位，請告知各區區
長或教會辦公室。

肢體交通:

1 恭喜楊仲達、吳月華夫婦，林繼義、吳曼麗夫婦。Josephine 
Young   與Tim  Lin於5/24/2015在NJ完成婚禮。 祈願上帝滿滿的
祝福在這對新婚夫婦的新家庭。

生活充實俱樂部： 

6/10/2015   戴金星: "夏夜星空"
6/17/2015 林茂清: "A Brief Overview of American Civil War"

社區消息:

1 Vox  Nova，沈新欽兄指揮，將在本教會舉辦演唱會，時間是
6/14  (日) 下午4:30  pm 免費入場，請踴躍參加，並慷慨解囊贊
助

2 2015  台美人美東夏令會將於7/27/5  (四日)舉行 地點在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 PA。節目包括適合5歲以上的各種台英雙
語活動 7/5  (日) 黃景彬牧師將在營會講道 詳情和報名請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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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cec.org. 本會台語學校將補助每位 TAFPC 學生$50，若有
任何疑問請洽文旭長老

上週出席與奉獻 (5/31/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出   席 85 29

奉   獻 $ 3481.00 $458.00

特別奉獻 感恩  $400.00 緊急款   $60.00

每日讀經 (6/07-6/13/2015)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6/07 馬可 3:2035 "你被上帝選召"，與你的家庭之間有何
關連?

6/08 林後4:135:1 對你來說，什麼是永恆，什麼是暫時?
6/09 詩篇 138 從這詩篇，你學到什麼是"權柄"?
6/10 1 撒母耳 8:420 從這故事你學習到什麼是"領導能力"?

6/11 民數記11:2430 如果上帝的子民都成為先知，生活會是
什麼様子?

6/12 詩篇 8 上帝要我們成為什麼樣子的人類?
6/13 請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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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主  理
6/14 地    點

日
6/07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王雅雅 楊英才 Chapel

日
6/07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黃景彬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6/07

成人

主日學

2:45pm
3:30pm Elsie McKee 黃景彬 Chapel

日 聖歌隊 11:30 a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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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練習 12:45 pm Room 9

日
6/07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6/07 TKC 2:45pm

5pm 查經 Q Place Basement
Room 1

日
6/07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6/11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6/11
吳曼麗

何西阿 9

6/18
孫淑真

何西阿 10

Board
Room

五
6/12

8pm

分區

聚會

地區

Brunswick
Costal
Edison
Windsor

主理

黃景彬

內容

特別聚會

地點

新欽與美雲家
7326138196

六
6/13

8pm

分區

聚會

地區

Princeton

主理

黃景彬

內容

特別聚會

地點

民安與純貞家
9088740833

聖工分配 

本　　　週
(6/07/2015)

下　　  週
(6/14/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張文旭 陳蓓蓉

值 日 長 執 陳蓓蓉    洪潔君 陳蓓蓉    洪潔君

來      賓 羅浚哲 邱瀚賢

司      獻 蘇添貴    賴文義
陳叔承    洪潔君

蘇添貴    賴文義
陳叔承    洪潔君

招 待 家 庭 Myron  ShanShan Bernard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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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點 奉 獻 黃再蘭     林珍珠 黃再蘭     林珍珠

育      嬰 Sonya Agatha

茶      點 SKY Fund Raising 吳曼麗

整      理 林茂清    莊志維 陳東亮        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