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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Order of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司會：林繼義長老    證道：謝敏川牧師   司琴：陳玫麗女士

1:00 pm                                                                          September 2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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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嘔咾咱的主上帝

 眾：那個救咱脫離罪惡的，
      司 咱的拯救是佇主的名

 眾：天及地的創造者。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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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 305 我的心神 你著唱歌

祈禱*  (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 (Praise)     Spin the Wheel Toward Heaven                          聖歌隊

by Pepper Choplin

Spin the wheel, spin the wheel toward heaven.
Many a mile I've already come. 
Spin the wheel, spin the wheel, my Lord.
Few more miles and I will be home.
Spin the wheel, spin the wheel toward heaven.

Sometimes my road seems all uphill, 
my body gets tired and I've had fill of life.
My faith will make strong, through the power of hope.
I will press on, press on, spin the wheel, spin the wheel toward heaven.

When the road's downhill, I'm spinning free. 
I thank the Lord for blessing me.
I know these blessings are just 
a taste of the heavenly prize we'll receive one day.

Spin the wheel, keep on spinning. Spin the wheel toward heaven.
Few more miles and I will be home.
Spin the wheel, spin the wheel till I reach my heavenl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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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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憐憫的天父上帝，阮承認阮無順趁祢的道路來行 祢用慈悲款
待阮 阮反轉不滿又ngâungâuliām  (碎碎唸)；祢除去阮心內的邪惡
，阮卻(soah)咒詛(chiùchó)͘別人。恩典的上帝阿，求祢赦免阮!  通過
阮的主耶穌基督，把(kā)阮從流浪的路呼(kho)倒轉去厝 使我們的靈
魂脫離死亡 又用祢的愛遮勘(jiakhàm)阮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

名求，阿們。(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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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50  (新約：藍:  p 51,  紅p 72, 棕p 72)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基督的跟 隨者」

聖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 608 奇妙恩典何等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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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詩* 新聖詩 #382 (v.4)  ，舊聖詩3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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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6  今欲散會 求主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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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跟隨者                      證道者：謝敏川牧師

經節：馬可9：38~50   時間： 9/27/2015

序：世界教會聖經課(Lectionary)，今天的經文不是耶穌在某一特定時

間裡，對他的跟隨者所說的話，馬可只是以自己感受的主題，將耶穌

在不同的時間所說的話，編輯在一起，其主題也是這段教訓的結論”基
督的跟隨者乃是世間的塩(馬太5 13)”。基督徒應有塩的本質，這本質

是什麼？

A 寬大胸懷，可容異己(V38~41)
耶穌的門徒，看到外邦人奉耶穌的名治病、驅魔成功，因嫉妒、生氣

而禁止他們。門徒們認為，奉耶穌的名治病、驅除邪魔是他們的專利

和商標，這些外邦人，(以現代來說)沒交會費和權利金怎能使用呢？

今日教會和新約時代的教會一樣有排外現象，對沒入籍的慕道友沒有

耐心，(有些慕道友自稱是捧場的基督徒)。耶穌認為他們支持教會事

工，有助於宣教，他們是朋友，不是敵人。(一個小故事)
選民的意識形態，常常築起高牆，因基督徒的自傲，以致和他人隔離

。今日北美台灣人教會，己走上多文化宣教時代，更應有寬大的胸懷

，接納他人，分享基督的救恩，要如鹽，溶化自己擁抱食物，使不同

的食物更顯現它的特質美味，這是調味的過程。這段經文V41，耶穌

勸告門徒，要有容忍的心腸，不應排除對福音有好感及贊同和支持者

，我們該省思，為何他們不跨前一步(不入籍)

B 潔淨、聖潔(V43~48)
V43~48可說是耶穌忠告跟隨祂的人要保持聖潔。利未記2 13~14  ”所
有祭品都要加上鹽調和(醃過就有潔淨和防腐作用)”  表示上帝與選民的
盟約，是永恒、不渝的，所以潔淨過的祭品才能被神所接納。這段經
文可說是鼓勵信徒，要實行上帝的旨意，或要達到生命中有價值的目
標，有時必須放棄個人的習慣、娛樂和朋友 這樣的放棄，對個人來
說是很大的損失，更改、剷除有如外科開刀，但為了救生命、健康和
平安，必須做切除的工作。四肢五官只是犯罪的工具，真正犯罪的動
力源頭，是內在腐化的慾念(Inner  Corrupt  desire)。因此耶穌忠告人，
為拯救靈魂當將阻礙親近上帝的因素除去。因為聖經說”你所要親近的
上帝是聖潔的，所以你當聖潔”

C 關愛弱小 (V37,V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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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耶穌的人，應有豊富的愛心，才能愛護人、關心在信仰上

微小軟弱的人，就是在經濟、權力、地位、教育、族群等微小不足的

人，他們在教會中也許是慕道友或初信者，是羅馬14章所說軟弱的弟

兄 路加17 1~2所指年輕不成熟的基督徒。使人在信仰上跌倒致離開

救恩，這錯失是非常嚴重的，應如當時羅馬和巴勒斯坦施行的一種死

刑，將石磨拴在罪犯頸上再扔下深海裏(V42)。，石磨是由兩塊磨石用

來碾碎穀物的，石磨有兩種，一種是婦人用手搖軸，堆動上面石塊，

另一種是用驢推的石磨。在此，耶穌用誇張法來加強人的記憶。也告

訴基督徒在教會生活、言行舉止不能粗心大意。

馬可在49~50節用耶穌說的三句話作這段主題的結論：a)  如被火鍛鍊

用鹽醃各人。b)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它再鹹呢？c)  你

們當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有學者說馬可福音的編者，把三句放在

一起，是因為都提到鹽這字，其實馬可意識到耶穌提醒跟隨祂的人，

要扮演鹽的角色，使人有新生命，新鮮、活潑又充滿希望與平安。

出席與奉獻  (9/20/2015)：
     台語禮拜 英語禮拜 特別奉獻

出   席 111 28 建堂 $50.00

奉   獻 $5264.00 $234.93 **經常費 $500.00
**台灣同鄉捐贈

每日讀經 (9/27‑10/03/15) : 
日 期 經節 思考問題

9/27 馬可 9:38-50
這經文對於"內在省思"和"外在行動"
有什麼教導?

9/28 約伯記 1:1; 2:1‐10 從這故事裡你對"信實"有什麼學習?

9/29 詩篇 26 "活得純全" (live with integrity) 是什麼
意思?

9/30 希伯來書 1:1‐4; 
2:5‐12 作耶穌˙的兄弟或姐妹是什麼意思?

10/01 利未記 19:1‐2, 15‐18 "成為聖潔"對你而言是什麼意思?

10/02 詩篇 1 你如何日夜思想上帝的律法?

10/03 自選 上帝今天如何呼召你剛強壯膽?

小會公告:



6

1. 小會決定在10/4(日)下午1:30召開會員大會 請兄弟姊妹準備出
席參加，詳細資料已於昨晚寄出。沒有使用電子郵件的兄姐們
，請事先向叔承拿影印本，謝謝!

消息報告:
1. 感謝今日謝敏川牧師的證道 歡迎參加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請

到樓上享用茶點並交誼。
2. 本週成人主日學暫停，神學生張勝為兄的演講將延期舉辦
3. 今天下午 4 點TKC 將在本會舉辦M&M (Music & Message) 活動

，地點: 地下室Room 3 (Sky room)，請大家踴躍參加。
4. 教會的Wells  Fargo 帳戶已經結算停用，如果你仍有該銀行的支

票尚未兌現，請與 Darren長老 接洽 換新支票  謝謝!
5. 請留意婦女查經從下週(9/29) 起 改為每週二上午10:00，謝謝!
6. 本會將與TAANJ 合辦 "Internet Security/FB Knowledge" 講座 ，

時間是10/3(六) 下午2:00-4:00 地點在Rutgers  大學Busch 
Campus  Student  Center. 604  Bartholomew  Rd,  Piscataway,  NJ 
08854

7. Elihah's  Promise  邀請曾經在soup  kitchen  幫忙的義工參加
Volunteer  Appreciation  Open  House.  時 間是10/7  (三) 4:00
6:30pm，地點: 211 Livingston Avenue, New Brunswick. 願意
參加者 請於10/4前洽Elder Darren Ochs. 

8. 10/4  (日)  是世界共同聖餐日，本會將與NBPC聯合聚會，禮拜

時間是上午11點，請記得聚會的時間與往常不同。
9. 10/10 (六), 10:00 am  3:00 pm; 本會邀請Prof. Elsie McKee 來主

持有關加爾文事記與他的神學的講座，題目是"In  the  Footsteps 
of  Calvin" 為統計用餐人數，請在10/05之前向英才長老或
蓓蓉長老報名"

10. NB 中會婦女會將於10/17(六) 9:30am2:00pm舉辦秋季聚會，地
點在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Yardville,  NJ.   主題是"Having 
Fun with Mission", 費用$5. 有興趣加入carpool的, 請向魏淑玲姐
或李昭瑩姐報名。

11. 長老教會婦女東北大會將於10/2310/24在Stony  Point,  NY召開
領袖訓練會議。不留宿的，只需繳$40報名費加上每餐$10，意
者請向李淑真姐或魏淑玲姐報名並洽詳情 (報名表在公佈欄)

主內交通與代禱：

1. 請為本會將來的方向與需要迫切禱告，求主來帶領。

2. 謝宏毅弟兄於9/21(一)蒙主恩召，榮歸天家。  追思禮拜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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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六)在台北中山長老教會舉行。請為遺族迫切代禱，求主

親賜安慰。

3. 請為因運動腳受傷而開刀的高翊鈞(為我們聖歌隊吹小喇叭的

RU    學生)  迫切禱告，求主繼續與他同在、扶持他、醫治他、

讓他能順利恢復健康。

4. 請為李昭瑩姐手臂受傷的復健代禱，謝謝！    
生活充實俱樂部：

        9/30   賴忠智牧師  "台灣心 鄉土情"    
       10/7   何德淵教授  " A  Brave New World, Is it (基因檢測與美麗新世

界)?"   

聖工分配 :
本　　　週
(9/27/2015)

下　　  週
(10/4/2015)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林繼義 陳美雲

值 日 長 執 陳美雲     莊志維 陳蓓蓉     陳叔承

來      賓 白建信 鍾崇仁

司      獻 莊志維      梁慶弘

洪潔君      賴文義

蘇添貴      陳叔承

劉麗玲      邱瀚賢

招 待 家 庭 劉斌碩      李淑真 蘇添貴      孫淑真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余秀美 黃再蘭      林珍珠

餐       點 陳美雲 劉麗玲

育      嬰 YaChing Sonya
整      理 蘇英世     劉怡和 柯啟明     莊志維

教會行事表 :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主  理

(9/27)
主  理
(10/4)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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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主 日

早禱會
11:00am
11:30am 陳蓓蓉 黃景彬 Chapel

日
主 日
禮 拜

1:00pm
2:15pm 謝敏川 黃景彬 Sanctuary

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30pm 和會 Sanctuary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 am 
12:45 pm 沈新欽 沈新欽

Basement
Room 9

日
台 語
學 校

2:45pm
3:30pm 蔡宙芬 蔡宙芬

Children               
Library

日 TKC 2:45pm
5pm M&M 和會

Basement
Rm 3 

日
Hand 
Bell

2:45pm
4:30pm 陳玫麗 陳玫麗

Handbell 
Room

四
婦女
查經

10am
noon

(9/29)
廖愛信

何西亞14

(10/6)
黃景彬

阿摩司導論

Board
Room

五 

(10/2)
分區
查經

8pm10pm

Bridgewater

Coastal

主理

魏淑玲

余秀美

經文

約翰壹書
2:73:10

約翰壹書
3:114:6

招待家庭

文義與淑玲家
9085751912
秋蓮與慧卿家
7326150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