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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聖靈降臨節聖靈降臨節聖靈降臨節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主後 2017 第 2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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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本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本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本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 

5 本主日下午本主日下午本主日下午本主日下午 1:00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 

5 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 

5 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 

5  6/8夏季敬老旅遊夏季敬老旅遊夏季敬老旅遊夏季敬老旅遊–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 

5  6/10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 

5  6/18詩歌詩歌詩歌詩歌見證福音主日見證福音主日見證福音主日見證福音主日 

5 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 

 

 

 

日期 星期 重要事項 

◆6 月 4 日 日 
聖靈降臨節主日/長執

會/牧養會議 

◆6 月 10 日 六 
牧區小組之夜 

◆6 月 11 日 日 
什一奉獻主日 

◆6 月 18 日 日 
總會事工奉獻主日/福
音主日(1)-詩歌見證會 

◆6 月 25 日 日 
暑期兒童營奉獻/生活

講座(2) 

◆7 月 1 日 六 
牧養會議 

◆7 月 2 日 日 
小會 

◆7 月 3 日 一 
暑期兒童營 7/3-7/7 
週 一 到 週 五 晚 上

18:30-21:00 

◆7 月 8 日 六 暑期兒童營總彩排 

◆7 月 9 日 日 
暑期兒童營主日/什一

奉獻主日 

◆7 月 16 日 日 
第四次聖禮典/文字傳

道奉獻主日 

◆7 月 23 日 日 第二季會計檢帳 

 

 

本週信息：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 

經文：使徒行傳 2:1-3 

以弗所書 5:15-21 

下週信息：竭力追求 

經文：腓立比書 3:12-14 

詩篇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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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黃依文長老        司琴：陳莉薇姐妹 

前    奏…………………………………………………………………司   琴 

宣    召………………聖詩第 292 首 聖哉，聖哉，聖哉…………敬拜詩班 

詩歌讚美 ………………………………………………………………敬拜詩班 

祈    禱……… 會眾唱和：聖詩第 332 首 耶穌，著記得我………會   眾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啟    應……………………… 啟應文第 49 篇……………………司禮/會眾 

聖    經…………… 使徒行傳 2:1-3；以弗所書 5:15-21 …………司   禮 

讚    美……………………… 請來，聖神請來……………………敬拜詩班 

講    道…………………「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主   禮 

祈    禱…………………………………………………………………主   禮 

回應聖詩………………………聖詩第 164 首………………………主禮/會眾 

奉    獻……………奉獻後會眾起立合唱：獻上自己(台語)………司   禮 

事工報告…………………………………………………………………司   禮 

釋放祈禱…………………………………………………………………主   禮 

頌    榮…………………………重新賜福……………………………會   眾 

祝    禱……………………………… ……………………………林文良牧師 

阿 們 頌………………會眾唱和：(聖詩第 204 首複歌)……………會   眾 

祝福與差遣…………… 聖詩第 400 首 願主人愛及你同在 ………敬拜詩班 

默    禱……………………請於吟差遣詩後離席……………………會   眾    

    

第一場禮拜服事表第一場禮拜服事表第一場禮拜服事表第一場禮拜服事表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主禮

主禮主禮

主禮 

  

 司禮

司禮司禮

司禮 司琴

司琴司琴

司琴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合音

合音合音

合音 音控

音控音控

音控 一樓

一樓一樓

一樓招待

招待招待

招待 二樓

二樓二樓

二樓招待

招待招待

招待 司獻

司獻司獻

司獻 

下週

下週下週

下週 

  

 林文良

林文良林文良

林文良 

  

 林忠堅

林忠堅林忠堅

林忠堅 孫文宏

孫文宏孫文宏

孫文宏 林晏如

林晏如林晏如

林晏如 
楊月華

楊月華楊月華

楊月華 

黃素蘭

黃素蘭黃素蘭

黃素蘭 
吳青峯

吳青峯吳青峯

吳青峯 

  

 

劉武松

劉武松劉武松

劉武松、

、、

、葉百惠

葉百惠葉百惠

葉百惠 

  

 

謝惠聰

謝惠聰謝惠聰

謝惠聰 

  

 

周美桃

周美桃周美桃

周美桃 

  

 

林鐘蜜

林鐘蜜林鐘蜜

林鐘蜜 

  

 

王雪美

王雪美王雪美

王雪美、

、、

、吳炘達

吳炘達吳炘達

吳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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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杜韶峰執事   司獻：廖弓普執事、黃祥晉弟兄 

前    奏…………………………………………………………………司   琴 

宣    召………………奉耶穌基督的名來敬拜 ……………撒拉弗敬拜詩班 

詩歌讚美 ………………………………………………………撒拉弗敬拜詩班 

1. 你使我的哀哭變跳舞 

2. 軟弱的我變剛強 

3. 求聖靈運行 

祈    禱…………………………………………………………………司   禮 

聖    經……………使徒行傳 2:1-3；以弗所書 5:15-21……………司   禮 

講    道…………………「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主   禮 

回 應 詩………………………………………………………………主禮/會眾 

奉    獻……………奉獻後會眾起立合唱：獻上自己(華語)………司   禮 

事工報告…………………………………………………………………司   禮 

釋放祈禱…………………………………………………………………主   禮 

祝    禱……………………………… ……………………………林文良牧師 

祝福與差遣………聖詩第 400 首 願主人愛及你同在………撒拉弗敬拜詩班 

默    禱……………………請於吟差遣詩後離席……………………會   眾    
      

    

第二場禮拜服事表第二場禮拜服事表第二場禮拜服事表第二場禮拜服事表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主禮

主禮主禮

主禮 司禮

司禮司禮

司禮 司獻

司獻司獻

司獻 領會

領會領會

領會 鋼琴

鋼琴鋼琴

鋼琴 吉他

吉他吉他

吉他 貝斯

貝斯貝斯

貝斯 鼓手

鼓手鼓手

鼓手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音控

音控音控

音控 招待

招待招待

招待 插花

插花插花

插花 

下週

下週下週

下週 

  

 林文良

林文良林文良

林文良 

  

 

林惠萍

林惠萍林惠萍

林惠萍 

  

 

林玉緞

林玉緞林玉緞

林玉緞 

  

 

莊五妹

莊五妹莊五妹

莊五妹 

  

 

黃于馨

黃于馨黃于馨

黃于馨 楊舒涵

楊舒涵楊舒涵

楊舒涵 
詹重政

詹重政詹重政

詹重政 

陳迦恩

陳迦恩陳迦恩

陳迦恩 
―

――

― ―

――

― 
第六

第六第六

第六 

牧區

牧區牧區

牧區 
楊舒婷

楊舒婷楊舒婷

楊舒婷 

  

 

陳

陳陳

陳  

    

  昕

昕昕

昕 

  

 

盆栽

盆栽盆栽

盆栽

設計

設計設計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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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小組聚會本週小組聚會本週小組聚會本週小組聚會(6/4-6/10) 

一、凝聚：舒適環境、破冰活動(15 分鐘) 

二、榮耀：為榮耀上帝而唱，生命見證(20 分鐘) 

三、成長：分享實踐上帝的話使生命得到成長；分享每日單獨會主領受(45 分鐘) 

(一)信息傳遞：聖經：使徒行傳 2:1-3；以弗所書 5:15-21 (15 分鐘) 

講道大綱及筆記欄講道大綱及筆記欄講道大綱及筆記欄講道大綱及筆記欄((((主日禮拜講題主日禮拜講題主日禮拜講題主日禮拜講題：：：：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    

 

一、 序言： 
1. 要成為一個被聖靈充滿的教會，讓我們大家向聖靈說：「聖靈啊，我願認識

祢更多！」、「聖靈啊，我願更多被祢充滿！」 

 

 

2. 在教義上，我們都告白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不過，有時我們
活出來的生命卻完全忽略聖靈的同在，教會也因此失去了很大的動力而不能
完成基督所託付教會的使命。 

 

 

3. 有關聖靈內住、聖靈的居所及聖靈充滿。 

 

 

二、 本論 

1. 上帝給予教會記號作為聖靈充滿的真實證據（徒二：1~6）。 

    1)風的聲音（2 節）。 

    2)火（3 節）。 

    3)交通（【台】交陪，4~6 節）。 

 

 

2. 聖靈充滿迎合人們最深處的需要（弗五：15~21）。 

1)保羅描述「被酒灌醉」與「聖靈充滿」之間的一個正反面。 

2)！」（弗五：18）這是一個命令句。 

3)慕迪牧師教導會眾聖靈充滿。 

 

 

三、 結論 

門徒跟隨主最大的代價是捨己，在生活中願全然讓聖靈來充滿他。我們的教會
是否是聖靈充滿的教會呢？ 

 

(二)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請分享聖靈是否已內住祢裡面? 聖靈內住祢裡面的什麼地方？ 

2. 保羅教導我們要被聖靈充滿，是甚麼意思呢？ 

3. 請分享你是如何地渴慕成為一位領受聖靈的人，你是如何地渴慕成為一位被聖靈充滿
的人，我們是如何地渴慕成為一個被聖靈充滿的教會？ 

 

四、出發：(10 分鐘) 

※為《生命冊》設定對象代禱。為本週關懷行動、關懷活動代禱。 

※若你尚未受洗，歡迎向牧師、小組長報名洗禮，以利安排受洗課程。 

 

五、加速：(10 分鐘) 

※傳遞教會消息。小組參與教會服事代禱。為教會事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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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為聖靈降臨節主日 
請預備心一同來領受聖靈的澆灌。 
 

2. 本主日下午本主日下午本主日下午本主日下午 1:00 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 
   請所有長執同工致意參加。 
 

3. 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本主日下午長執會後召開牧養會議 
   請所有牧養部門同工致意參加。 
 

4. 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主日司值長執制度的執行 

   請當週司值的長執記得執行完任務(教會燈具 

   、音響設備、冷氣關閉確認)後要簽名，若該 

   空間還有人使用，請提醒善後事宜，請教會兄 

   姐互相配合，使我們能成為教會的好管家。 

日期 長老 執事 

6/4-10 鄭木榮 王秀蓮、郭桐志 

6/11-17 王熙銓 林惠萍、杜韶峰 

 

5. 夏季敬老旅遊夏季敬老旅遊夏季敬老旅遊夏季敬老旅遊–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 

   5/28 報名 42 位額滿。 

   ◆日期：2017/6/8(週四) 

   ◆地點：宜蘭頭城農場、北關海潮公園、大溪 

     漁港、福隆沙雕，上午 7:30 誠泰藥局集合準 

     時出發，預計晚上 7:30 返回三重。 

※

※※

※提醒

提醒提醒

提醒報名的兄姐當天攜帶帽子及太陽眼鏡

報名的兄姐當天攜帶帽子及太陽眼鏡報名的兄姐當天攜帶帽子及太陽眼鏡

報名的兄姐當天攜帶帽子及太陽眼鏡。

。。

。 

 

6. 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全教會牧區小組之夜 

   ◆日期：6/10(週六)晚上 7:15 

   ◆地點：二樓禮拜堂 

   請所有的小組員及信徒兄姊邀請各小組的新人 

   及認領對象踴躍參加，並為該事工同心禱告。 

 

7. 詩歌見證福音主日詩歌見證福音主日詩歌見證福音主日詩歌見證福音主日 

創作才子－楊豐彥，一次壓力極大的表演前夕，

他失去了他一直視為生命的倚靠，他要如何尋

回自己的美聲？尋找到比唱歌更有生命的力量

呢？歡迎熱忱邀請朋友參加。 

◆日期：6/18(主日)上午 10:00(聯合禮拜) 

◆地點：二樓禮拜堂 

 

8. 生活講座生活講座生活講座生活講座「「「「職場造就職場造就職場造就職場造就」」」」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2 
請全體信徒踴躍參加。 

◆日期：6/25(主日)下午 1:15-3:00 

◆地點：二樓禮拜堂 
   ◆講師：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陳美麗 

     老師 

   ◆講題：生命中的四種導師，貴人高人小人踐 

     人 

9. 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招募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招募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招募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招募 
   ◆時間：7/3(一)-7/7(五)下午 5：30-6：00 教師 

     群晚餐、晚上 8：30-9：00全體師生點心、 

     湯品，7/8(六)中午 12：00 總彩排後全體師生 

     午餐 

   ◆暑期兒童營點心盛裝及善後服事認領時段： 

     7/3(一)路得小組，7/4(二)路加小組，7/5(三) 

     泉源小組，7/7(五)多加小組，7/8(六)蒙恩小 

  組，尚有 7/4(四)需要各小組認領。 

 

10. 2017 暑期兒童營暑期兒童營暑期兒童營暑期兒童營-愛的馬拉松開跑囉愛的馬拉松開跑囉愛的馬拉松開跑囉愛的馬拉松開跑囉！！！！ 

   ◆日期：7/3-7/7(週一-週五)晚上 6:00-9:00 

   ◆報名網址：https://goo.gl/4S05LK 

   ◆對象：升小一-升國一生，歡迎邀請社區小 
     朋友踴躍報名參加 
 

11. 喜樂成長學園暑期國小班現正招生中喜樂成長學園暑期國小班現正招生中喜樂成長學園暑期國小班現正招生中喜樂成長學園暑期國小班現正招生中 

   ◆日期：7/3-8/30(週一-週五)08:00-18:00 

 (含 7/10-7/14 上午 8:00-18:00台神夏令營) 

   ◆報名網址：https://goo.gl/Qtp1g1 

   ◆對象：升小一-升小六生，課程內容多元， 
     歡迎國小小朋友踴躍報名參加 
 
 
 
 
 
 

病痛中： 

章時姐 (開刀)、楊洪凌(土城健生護理

之家 )、顏澤濱(顏志仁兄父親)、張文

彬、黃愛玉，敬請關心代禱。 

在家靜養： 

古秀鳳、林呂招、林美德、葉美德(湯

牧師母親)、潘秀枝、林子紹，敬請關

心代禱。 

長照安養 

李麗利姊 (中興醫院)，敬請關心代禱。 

出國工作者： 

詹重信、林宜叡  

 
 
 
 
 

1. 「「「「參訪德國教會日參訪德國教會日參訪德國教會日參訪德國教會日-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宗教改革 500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時間：2017年 6 月 7 日(週三)上午 9:30- 

  12:00 

◆地點：總會地下室(博愛手語教室) 

由北中教社部舉辦，請兄姐踴躍參加，6/5 報

名截止，詳洽李明儒牧師，2847-6125。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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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主日環境主日環境主日環境主日~生態講座生態講座生態講座生態講座 

   1997 年第 44 屆總會通常年會通過制訂每年 6 

   月第一主日為教會之「環境主日」，呼籲學習 

   成為「盡忠的好管家」，善盡生態關懷之使 

   命。配合總會教社委員會推動「環境主日 20 

   週年紀念活動」，歡迎兄姐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2017 年 6 月 17 日(週六)上午 9:00 

  ◆地點：和平長老教會 

◆費用：每人 100 元(含午餐)，當天繳交。 

 

3. 北中北中北中北中 2017 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 

   因 5/27 連續假因素延期，6/6 報名截止，請財 

   務同工報名參加。Email：tpjingmei@gmail.com 

   或電話簡訊 0910-386-037。 

   ◆時間：主後 2017 年 6 月 10 日(週六)上午 

     9:00-12:30 

   ◆地點：大稻埕教會 
 
4. 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 

   慶祝北中松年部創立 31 週年感恩禮拜暨聯誼 

   活動，6/6 報名截止，詳洽林志芬長老。 

   ◆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週五)上午 9:30- 

     12:00 

   ◆地點：艋舺教會二樓 

 

5. 北北北北大女宣道會婦女靈修會大女宣道會婦女靈修會大女宣道會婦女靈修會大女宣道會婦女靈修會 

報名詳洽周美桃執事。 

   ◆日期：2017 年 6 月 20-22(週二-四) 

◆地點：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6. 新挑戰長老教會青年特會新挑戰長老教會青年特會新挑戰長老教會青年特會新挑戰長老教會青年特會-維克特的傳維克特的傳維克特的傳維克特的傳

說說說說 2017 

由中會青年部主辦，歡迎青年踴躍報名，詳洽

02-2287-3705 雷姐妹。 

   ◆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7 月 3 日 

   ◆地點：台南台灣首府大學 

   ◆報名網址：goo.gl/eT12Eg 
 
7. 2017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MEBIG 暑期營會暑期營會暑期營會暑期營會 

   由總會與台灣基督教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舉 

   辦，歡迎兒童青少年踴躍報名參加。 

   ◆講師：內越努牧師團隊 

    (日本北海道愛鄰教會) 

   ◆協會網站：www.mebig.com.tw 

   ◆活動洽詢電話：06-246-9463 林姊妹 
 
 

 

 

 

8. 2017 SHINE 青年營會青年營會青年營會青年營會 

   由台南市基督教協進會主辦，總會協辦，歡迎 

   青年踴躍報名參加。 

◆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7 日(週二-週五 

   ◆對象：國一-高三畢業生 

◆相關網站：http://www.shine.org.tw 

 

9. 兒童暑期兒童暑期兒童暑期兒童暑期 VBS 雙語聖經夏令營雙語聖經夏令營雙語聖經夏令營雙語聖經夏令營 

   由中會教育部主辦，透過活潑生動的課程設 

   計，讓孩子認識唯一真神，歡迎兒童踴躍報名 

   參加。 

   ◆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14 日(週一-週五) 

   ◆地點：台灣神學院 
  ◆報名：請至 FB 搜尋”台北中會兒童夏令營”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22,0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7,398元    

第一場禮拜獻金

第一場禮拜獻金第一場禮拜獻金

第一場禮拜獻金 上週小計：11,733元 

  

 

第二場禮拜獻金

第二場禮拜獻金第二場禮拜獻金

第二場禮拜獻金 上週小計：5,665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18,5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11,500元    
    

    

◎◎◎◎2017年建堂奉獻累計年建堂奉獻累計年建堂奉獻累計年建堂奉獻累計768,100元元元元(1/1-5/28)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玉山神學院玉山神學院玉山神學院玉山神學院 上週小計：50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 上週小計：5,00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壯年牧區壯年牧區壯年牧區壯年牧區 上週小計：50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松年牧區松年牧區松年牧區松年牧區 上週小計：5,00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暑期兒童營暑期兒童營暑期兒童營暑期兒童營 上週小計：50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獻花獻花獻花獻花 上週小計：1,00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喜樂成長學園喜樂成長學園喜樂成長學園喜樂成長學園 上週小計：2,400元    

    

◎◎◎◎2017 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 536,718 (5/28 止止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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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愛餐預備主日愛餐預備主日愛餐預備主日愛餐預備》》》》 
日期 組別 預備 善後 日期 組別 預備 善後 

6/4 愛餐組 
周信義 

林曾根 
葡萄園小組 6/11 蒙恩組 

陳清松 

高榮樹 

以馬內利 

小組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上課時間：每週四上午 9:30-13:00 

◆報名費：每月 500 元，非本會的新同學，第一個月先不收費，歡迎會友旁聽。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6/8 教會第二次敬老旅遊 教會松年會友 

6/15 認識人體下水道 馬偕社區醫療中心 

 
敬拜詩班消息敬拜詩班消息敬拜詩班消息敬拜詩班消息    
1. 今日敬拜讚美詩歌如下：(1)耶穌愛你、(2)我的上帝我敬拜祢、(3)聖神請祢來、(4) 

懇求聖神降臨。 

2. 6/11讚美曲目：主啊！將祢的道路指示我。 

3. 6/18詩班和主日學老師半日遊，地點：福隆沙雕和附近漁港賞景，請撥空踴躍參加。 

 

第二場禮拜下週敬拜曲目第二場禮拜下週敬拜曲目第二場禮拜下週敬拜曲目第二場禮拜下週敬拜曲目    
1. 6/11第二場禮拜由DREAM敬拜團主領敬拜讚美，敬拜曲目如下：(1)新的事將要成 

  就、(2)十架的愛、(3)奔跑不放棄、(4)榮耀的呼召。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 

    盼望盼望盼望盼望 橘色思橘色思橘色思橘色思 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 

6/4 直者的彎曲- 

利百加 

6/4 耶穌說故事(7)- 

園戶的比喻 
6/4  約書亞記 13章 

6/11 領者的退縮- 

亞當 

6/11 耶穌說故事(8)- 

不義管家的比喻 
6/11  約書亞記 14章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 
◆教師小組經文分享： 

 (6/4經文分享：熙銓校長)  (6/11經文分享：信欣老師) 

◆主日學聚會時間： 

詩歌、司琴 故事信息 招待 詩歌、司琴 故事信息 招待 

6/4銘美老師 

品新 
曉芳老師 

沐恩 
倍恩 

6/11銘美老師 

紹祈 
曉芳老師 

佩瑄 
仲晴 

◆本季的主題為[我愛讀詩篇]，本週故事信息由曉芳老師主講 [序曲詩歌]，在說明快樂 

  的人一方面除了要避開惡人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也要深深的「喜愛耶和華的律 

  法」。無時無刻都沉浸在對神話與的渴慕裡。 

◆本週的教學目標，期許小朋友能養成每日讀經的好習慣，並拒絕壞朋友的誘惑。 

◆暑期兒童營[愛的馬拉松]將於7/3-7/9舉辦，邀請所有主日學小朋友一起參加，在炎炎 

  夏日的晚上，有一段清涼而有意義的學習時光，用詩歌，故事，戲劇，美勞，一起 

  來加深對信仰的了解，請小朋友家長記得向辦公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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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8 主日講章 

使徒性的教會使徒性的教會使徒性的教會使徒性的教會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徒二：42~47， 

四：32~33    

    一間主的教會是所有成員都願意憑信心委身作屬靈家長的事奉，以耶

穌基督為我生命中唯一的主，並承諾在一年內代禱、贏取及栽培至少兩個

人。教會若都充滿屬靈家長這樣的領袖群，便是一間使徒性的教會。牧者期

盼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立下信心的目標，並且委身為主去贏取兩個靈魂，達成

目標。我想對大來說的是要設定贏取兩個人的目標也許不難，然而本會在傳

福音整體上極為欠缺的應該是〝贏取〞這個環節。 

    那麼，甚麼是〝教會〞？教會就是從萬民中被揀選出來，以及願意被差

遣出去的一群，也就是〝我們〞。因此，教會就是屬上帝的使徒性群體，即

願意被差遣出去，先要走出去，才使人走進來。 

    從徒二：42~47 及四：32~33 這兩段經文記載，我們看見初代教會就是

一個使徒性群體。因著眾聖徒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他們聽道、信道及行

道；因著眾聖徒彼此相通，他們彼此相愛，彼此饒恕；因著眾聖徒擘餅和祈

禱，他們與耶穌基督建立生命的關係；結果，主就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教

會。因著眾聖徒一心一意，並不是無心無意，或多心多意，他們合一地見證

從死裡復活的主基督；結果，教會就蒙了大恩。 

    〝教會〞其實就是一個關係性的群體，好比三位一體上帝的關係。耶和

華父神揀選了一個民族以色列屬於祂的群體，聖子耶穌基督呼召祂的門徒

進入祂的群體，聖靈吸引人來加入在這個群體裡。各位，你會問牧者，你要

建立一間甚麼樣的教會？我要建立一間人人發揮使徒恩賜的使徒性的教

會！ 

    最近，張茂松牧師身體康復後回到新店行道會勉勵會眾，表明他一直在

建立一間健康與卓越的教會，不是要建立一間普通的教會，而是要建立一間

有特別使命的教會。張茂松牧師勸勉基督徒來到教會，並不只是要得到一點

點的益處，來教會有一個特別的使命，要活出健康的生命，要擦亮你自己這

個招牌，成為卓越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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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去年 8月 14日牧師就任詞強調重要的四個字：「建造教會」。在

去年全教會事工研討會及今年信徒會員和會當中，我也強調四個字：「建

堂」、「建人」。教會的建堂不一定要我，任何一位牧者都可以；至於「建

造人」一定要我，我身為牧師就是為建造主的教會、建造主的家、建造門徒。

主給我建造教會的異象，是要學習不只單看遠方模糊不清的事情，而是要建

造教會的生命，要著手去做前面清楚具體的事情。讓我們重新教會眾聖徒同

心建造一間體質健康的教會。 

    今年度我們教會從上帝領受了主的「大使命」（太廿八：18~20）。大

使命要求我們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去使萬民作主門徒。所以，大使命的門

訓包括關係性的佈道及關係性的栽培。請注意〝316〞：「上帝愛世人，甚

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上

帝愛…….」即上帝的本性；「世人」即對象--上帝所愛的人與人所不愛的人。

〝316〞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因為上帝看重失喪者，所以我們也重視

他們。 

    根據數據，有 90%信主的人，是因為信徒的生命感動了他們，並向他

們顯出基督的愛。也因此，人際關係實在是佈道的關鍵所在。的確，人人都

需要別人關愛他們，如果我們只是向他們傳福音，他們是不會感興趣的。所

以，屬靈家長務必明白，佈道的關鍵在於建立關係。牧者鼓勵全體信同心徒

靠主實現你們今年 2017 的異象及完成你們所設定的目標，贏取至少兩個人

的靈魂歸主。 

    各位，誰是失喪者? 失喪者是指滅亡的人。我們將失喪者分為兩類：親

友與社區的人。親友是指平常時就有跟我們來往的人，好比家人、朋友、同

事、親戚及鄰居。社區的人是指我們所認定某地區的某群人，或者說我們所

認識或我們想認識的人，好比社區附近的學校或機構的人。 

    耶穌如何贏取失喪的人呢?憑祂無條件的愛：「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

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8）我們也

必須學像耶穌無條件地去愛失喪的人。此外，耶穌也與失喪的人建立關係，

向他們彰顯上帝的愛。讓我們跟耶穌一樣地進到罪人、失喪者、亡羊與軟弱

者當中，彰顯上帝的愛、權能與國度。我們一定要為他們禱告，唯有透過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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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求上帝感動我們摸著祂的心意，上帝非常樂意回應我們為失喪者的代禱。 

    感謝主，小會接納葉招治姐妹上週週間在中壢中敏護理之家接受成人

洗禮，受洗歸入主名下，重生得救，成為上帝的兒女。葉招治姐妹是她女兒

范素鐘姐妹《生命冊》認領的對象，感謝主的救恩，如今使葉招治姐妹的名

字已經記載在天上的生命冊了! 

    《生命冊》是由異象來的，也就是有了天上的《生命冊》的異象，才有

地上的《生命冊》策略。每一位信徒兄姐務要人手一本《生命冊》，有份於

救靈魂的大使命，因為它是幫助屬靈家長為未信者代禱、贏取和栽培他們的

最佳工具。《生命冊》能夠幫助屬靈家長做計劃，在完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

的過程中，做周詳的計畫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每一位要多用《生命冊》，小

組聚會也要多用《生命冊》，讓我們全教會都看重《生命冊》事工。 

    禱告是完成大使命的要訣！從影片中我們聽到張啟明弟兄歸主的見

證，深深感動我們。一個當了十年靈媒被邪靈利用，生命充滿負面、苦毒及

受咒詛的人，因著信主的朋友的代禱及邀請，才有機會進到教會認識主耶

穌，最終受洗歸主，整個生命被聖靈翻轉，以致活出上帝在他身上的命定，

成就上帝在他成為基督徒一生中的使命。他清楚聽見天父的話：「孩子，你

不是活在世人的眼光當中，你是活在我的愛中！」請注意，張啟明弟兄的歸

主是出於只有唯一一位的基督徒朋友帶領他，在這背後，這位基督徒朋友一

定是付出生命為他代禱及關懷，令人感動上帝的作為。 

    我們教會在 6月 10日週六晚上將舉行牧區小組之夜，當晚我們也會聽

到許多小組員作類似張啟明弟兄這樣的生命見證，使所有信徒兄姐得到激

勵與勸勉，使所有受邀來到我們當中的慕道朋友的生命得到轉變，經歷耶穌

基督的改變。 

    牧者禱告我們教會藉著小組教會促進信仰群體的發展，成為一間上帝

國度的教會，成為上帝的使徒性群體，能夠有效地發揮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功

能。教會要恢復使人作門徒的異象，換句話說，我們教會要看重培養門徒比

看重人數增長更重要。小組教會乃是一起動員發揮使徒性群體的目的，好比

屬靈家長栽培初信者，每一個人依恩賜去服事教會來建造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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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短文聖靈降臨節短文聖靈降臨節短文聖靈降臨節短文 

基督徒與聖靈的關係基督徒與聖靈的關係基督徒與聖靈的關係基督徒與聖靈的關係  

    你是否曾疑惑，為什麼許多基督徒活不出像耶穌的生命？或是，你覺得要

活出那樣的生命是不可能的？讓我告訴你，的確是不可能——如果我們是在靠

自己的努力。因為靠著個人的努力，就像是緣木求魚一樣困難。除非學習倚靠

上帝，否則我們無法享受基督徒的生命。使徒保羅也說過：「我靠著那加給我

能力的，凡事都能做。」 

    基督徒要活出表裡一致的生命，秘訣就在於讓基督透過我們活出祂自己。

正如保羅所說：「我已經跟基督一同被釘在十字架上，這樣，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裡活著。我現在活著，是藉著信上帝的兒子而

活；祂愛我，為我捨命。」 

    耶穌在被賣前一個晚上，預先告訴祂的門徒自己將離開他們，但是他們並

不孤單。「我要把實情告訴你們，我去是對你們有益的。如果我不去，保惠師

就不會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了，就會差他到你們這裡來。」這能讓你勇敢活

出基督徒生命的聖靈，已賜予給你。聖靈不只是通往天堂道路上旅客詢問處的

服務人員，祂是基督的靈，祂要來住在你裡面。 

    聖靈是誰？聖靈是上帝（就如同天父和聖子耶穌是上帝）。大部分人對聖

靈的誤解，都是因為不了解祂是有「位格」的。「位格」的英文是 "person"，

意思是說他不只是一股超自然的力量；他有個性、有意志、有情感。聖靈擁有

耶穌以及天父所有的特質（屬性）。祂是全能、全知、永遠不變以及永恆的，

祂也是三位一體真神裡的第三位。 

    聖靈為什麼要來？聖靈在基督徒生命中扮演以下這些很重要的角色—— 

    1.聖靈使你認罪悔改： 

    聖靈叫我們為自己的罪悔改，並且讓我們瞭解自己為何需要耶穌。聖經也

說，若沒有聖靈的幫助，人都會認為基督教是愚蠢的。你身旁的人很可能會認

為你決定要跟隨耶穌，是很瘋狂的事。但你不這麼認為，是因為聖靈讓你看見

在基督裡的生命是多麼奇妙。 

    2.聖靈給你新的生命： 

    耶穌說過，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而唯有聖靈才能賜給我們靈性的新生命

（約三：6）。也是透過聖靈，上帝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裡（羅五：5）。

聖靈也親自在我們的心裡作證（提供確據），讓我們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兒女

（羅八：16）。 

    聖靈是教師，祂也賜能力。祂會引導你進入上帝一切的真理，讓你可以明

白祂的話語，並懂得要怎樣把真理應用在生活中（約十六：13-14）。祂也賜給

你為耶穌做見證（和別人分享你的基督徒生命）的能力（徒一：8）。在我們

不知道怎麼禱告的時候，祂在天父面前替我們祈求（羅八：26-27）。 

    總括來說，耶穌將聖靈賜給你，就是為了要幫助你能真實地活出豐盛的基

督徒生命！就像保羅所寫的：「那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靈住在你們裡

面……。」換句話說，只有透過聖靈，我們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你現在也許會想，那我需要聖靈來到我的生命中！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

息，如果你已經禱告接受耶穌進入你的生命，那祂就已經在你裡面了：「上帝

的靈既然住在你們裡面，你們就不是屬於肉體，而是屬於聖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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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6/4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成為被聖靈充滿的教會 

聖經：使徒行傳 2:1-3 

      以弗所書 5:15-21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30人 

11,733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8人 

5,665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 102教室 
 
出席 

10人 

迦勒小組～11:00於 101教室 14人 

多加小組～11:00於 107教室談心園  11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7人 

路加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13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本堂 101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恩惠小組～14:00本堂 102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第五牧區 

(社青牧區) 

以馬內利小組～13:30本堂一樓 102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葡萄園小組～14:00禧年館  出席 7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11人學生 11人 

280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勵馨會議室  出席 8人 

盼望小組～9:00 

於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出席 6人 

約書亞小組～13:30於禧年館  出席 關懷活動 18人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20人 

   出席 ―人 

6/7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桐志執事家  出席 3人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 101教室  出席 6人 

恩慈小組～20:00本堂 100副堂  出席 6人 

6/8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31人 

6/9拜五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本週暫停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本週暫停 

6/10拜六 

早禱會 08:30 本堂 100副堂  出席 5人 

基要真理班 13:00 禧年館  出席 15人 

撒拉弗敬拜詩班 15: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5人 

以勒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DREAM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6/4~6/10 

拜一~六 
喜樂操團隊 06:00 向日葵：班長黃秀雲    

6/4~6/9 

拜一~五 
喜樂操團隊 20:00 

小巨蛋：班長莊五妹/副班長李梅 

玫瑰公園：班長張旻琪/副班長孫淑美 

蘆洲永平公園：葉淑如、郭阿汝 
   

5/28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41人；主日奉獻 6,0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