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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 

上上上上半半半半年年年年度度度度福音主日福音主日福音主日福音主日    
詩歌見證詩歌見證詩歌見證詩歌見證會會會會    

                                主後 2017 第 25 週 

 

 

 

 

 

 

 

 

 

 

 

 

 

6/18 以弗所書 1章 6/22 以弗所書 5章 

6/19 以弗所書 2章 6/23 以弗所書 6章 

6/20 以弗所書 3章 6/24 腓立比書 1章 

6/21 以弗所書 4章 6/25 腓立比書 2章 

 

 

 

 

 

 

5  6/25生活講座「職場造就」系列生活講座「職場造就」系列生活講座「職場造就」系列生活講座「職場造就」系列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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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16第四次聖禮典第四次聖禮典第四次聖禮典第四次聖禮典洗禮歡迎報名洗禮歡迎報名洗禮歡迎報名洗禮歡迎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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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踴躍參加每週六上午踴躍參加每週六上午踴躍參加每週六上午踴躍參加每週六上午 9:00-10:00早禱會早禱會早禱會早禱會 

5 恭喜黃韡姊妹恭喜黃韡姊妹恭喜黃韡姊妹恭喜黃韡姊妹 6/13順利產下女嬰順利產下女嬰順利產下女嬰順利產下女嬰 

5 主內張安琪牧師娘於主內張安琪牧師娘於主內張安琪牧師娘於主內張安琪牧師娘於 6/12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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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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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兒童營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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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牧區主日/第二

季會計檢帳 

◆7月 30日 日  

◆8月 1日 二 
中會第三次議會：大稻

埕教會 

 

本週信息：賜你平安 

經文：腓立比書 2:5-11 

下週信息：建造平安喜樂的家 

經文：箴言 3:33；約翰福音 14:27 

約翰三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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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日詩歌見證會聯合禮拜程序 
 

詩歌見證者：楊豐彥老師     司禮：謝惠聰長老      司琴：林晏如姊妹 

序    樂…………………………………………………………………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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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讚美 ……………………………………………………………聯合敬拜團 

1.齊來讚美 

2.敬拜祂 

3.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4.祢信實極大 

祈    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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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篇……………………司禮/會眾 

聖    經……………………… 腓立比書 2:5-11 ……………………司   禮 

詩歌見證……………………… 「賜你平安」……………………詩歌見證者 

回應聖詩…………… 聖詩第 533 首 我真愛講這故事……………主禮/會眾 

奉    獻…………………………獻上自己……………………………司   禮 

事工報告…………………………………………………………………司   禮 

釋放祈禱 ……………………………………………………………林文良牧師 

頌    榮…………………………重新賜福……………………………會   眾 

祝    禱……………………………… ……………………………林文良牧師 

阿 們 頌…………………………………………………………………會   眾 

祝福與差遣…………………請於吟差遣詩後離席 …………………敬拜詩班 

默    禱…………………………………………………………………會   眾    

    
    
    
    

▲ 

▲ 

▲ 

▲ 

▲ 

▲ 

▲ 



2017 年 6 月 18 日(第二十五週) 

3 

 

聖工服事聖工服事聖工服事聖工服事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下下下下                        週週週週    

聯合禮拜聯合禮拜聯合禮拜聯合禮拜 10:00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楊豐彥老師 林文良牧師 林文良牧師 

司司司司                禮禮禮禮    謝惠聰 吳世平 田偉程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林晏如 彭昱嘉 林  瑋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王秀蓮、郭桐志 
吳炘達 
周美桃 

杜韶峰、林恩潔 

領唱領唱領唱領唱////和聲和聲和聲和聲    
樂器樂器樂器樂器    

聯合敬拜團/鋼琴:林 瑋 
吉他:吳啟男 
貝斯:邱竹筠 
鼓手：官翰傑 

林晏如/ 
林秀芳 
萬中錢 

吳碧芬/蕭至惠、郭泰松 
吉他:吳啟男 
貝斯:邱竹筠 
鼓手:官翰傑 

音音音音                控控控控    吳青峯/謝憫震 郭桐志 謝憫震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林信全、許棟樑 
陳翠娥、吳世平 

陳  慧 
楊明樹 

―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施淑梨、黃麗卿 
周惠美 
廖純雅 

黃祥晉 

愛愛愛愛                餐餐餐餐    壯年組:葉秀緞、莊五妹 路得小組 
愛餐善後愛餐善後愛餐善後愛餐善後    活水小組 路加小組 
插插插插                花花花花    盆栽設計 盆栽設計 

司值長老司值長老司值長老司值長老////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胡瑞娟/廖玉雲、吳青峯 林信欣/吳碧芬、陳清松 

 

 

單獨會主經卷介紹單獨會主經卷介紹單獨會主經卷介紹單獨會主經卷介紹：：：：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 

 

●●●●腓立比書這封書信腓立比書這封書信腓立比書這封書信腓立比書這封書信：：：： 

腓立比書乃寫給在歐洲建立的第一間教會，本卷書描寫耶穌基督是我們的

喜樂。保羅因著「馬其頓的異象」（徒十六：9）被呼召前往該地。保羅

勉勵該教會持守基督的合一與喜樂：〝合一〞表示在信仰群體裏可能會分

裂；〝喜樂〞的秘訣在於基督，「在主裏有喜樂！」（腓三：1）。 

●●●●腓立比書的內容與成書時間腓立比書的內容與成書時間腓立比書的內容與成書時間腓立比書的內容與成書時間：：：： 

腓立比書這卷書信充滿深愛與喜樂，而保羅的喜樂秘訣----四：10~ 

13----他雖在受苦的境遇下，仍藉由上帝而轉變的。本卷書也是監獄書信

之一，大約是在主後54年寫成的，地點可能是在以弗所的監獄裡。 

●●●●腓立比書的主旨腓立比書的主旨腓立比書的主旨腓立比書的主旨：：：：  

使徒保羅著書的特別理由是腓立比信徒贈禮給他，並且要向他們推薦以巴

弗提，藉此表達他的愛，以及對他們的進步感到高興。保羅雖意識到自己

離死不遠，〝喜樂〞的字眼卻一再出現。死的因素使他們卯盡全力，為著

要完成福音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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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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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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信息傳遞：腓立比書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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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你平安賜你平安賜你平安賜你平安))))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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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主日福音主日福音主日福音主日 

本主日上半年度福音主日，舉行詩歌
見證會。 
◆主理：福音歌手楊豐彥老師 
◆日期：6/18(主日)上午 10:00 
  (聯合禮拜) 

 

2. 總總總總會事會事會事會事工工工工奉奉奉奉獻獻獻獻主主主主日日日日 

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總會事工奉獻主
日」，請兄姊代禱關心與奉獻。 
 

3. 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 5 月份讀經日程月份讀經日程月份讀經日程月份讀經日程
表表表表 

   全教會單獨會主讀經進度 6/18 從以弗 

   所書第一章讀起，6/24 進入腓立比書 

   第一章，請完成 5 月份讀經日程表的 

   兄姊由牧區各小組長收回，統整後繳 

   交給牧養部同工。鼓勵兄姐持續每日 

   靈修，在神的話語中生命得更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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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下午 1:15-3:00 舉行第二次生活 

講座，請全體信徒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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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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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暑期兒童營餐點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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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小組，7/4(二)路 
     加小組，7/5(三)泉源小組，7/6(四)路 
     得小組，7/7(五)多加小組，7/8(六)葡 
     萄園小組。 
 

6.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次聖禮典次聖禮典次聖禮典次聖禮典 

   ◆日期：7/16 主日 
   欲接受洗禮或堅信禮者，請向冠儀幹 
   事報名。 

7. 喜喜喜喜樂成長學園暑期國小班現正招生中樂成長學園暑期國小班現正招生中樂成長學園暑期國小班現正招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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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週六早禱會週六早禱會週六早禱會週六早禱會 

請兄姊分別時間踴躍參加每週六上午
9:00-10:00副堂舉行早禱會，求主燃起
復興的火，帶領我們合一禱告，有共同
的異象與使命，生命根基得建造，使重
新教會成為聖靈同在的教會。 

 
 
 
 

 
 

住院中： 
陳清松、陳耀永(開刀)，敬請關心代
禱。 

在家靜養： 
葉萬福(葉陽明父親)、章時、鄭黃素
蘭、古秀鳳、林呂招、林美德、葉美德
(湯牧師母親)、潘秀枝、張文彬、黃愛
玉、林子紹，敬請關心代禱。 

長照安養： 
李麗利 (中興醫院) 、楊洪凌(土城健
生護理之家)，敬請關心代禱。 

出國工作者：詹重信、林宜叡 
◆恭喜張千駿、黃韡夫婦 6/13下午順利產 
  下女嬰，母女均安，感謝主。 
◆主內張安琪牧師娘於 6/12 安息主懷， 
  願主安慰遺族，賜下平安。 
  入殮禮拜：6/24(週六)上午 9:30 
  告別禮拜：6/24(週六)上午 10:00 
  地點：中壢御奠園(天御廳) 
  (中壢市培英路 310號) 
 
 
 
 
 
 

1. 大稻埕教會連仰明傳道大稻埕教會連仰明傳道大稻埕教會連仰明傳道大稻埕教會連仰明傳道師師師師封牧暨就任教封牧暨就任教封牧暨就任教封牧暨就任教
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本主日下午 3:30 大稻埕教會舉行連仰明
傳道師封牧暨就任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來帖邀請歡迎兄姊參加給予祝福及
鼓勵。◆地點：大稻埕教會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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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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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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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 年 6 月 20-22(週二-四) 

◆地點：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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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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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詳閱布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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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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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夏令營同工訓練會夏令營同工訓練會夏令營同工訓練會夏令營同工訓練會 

由總會青年事工部主辦，歡迎輔導、同

工，對營會服事有熱忱的青年踴躍報

名參加。(報名詳閱布告欄) 

  ◆日期：2017 年 6 月 24 日(週六) 

  ◆地點：後埔教會 
  
7.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4C 福音佈道營福音佈道營福音佈道營福音佈道營 

由中會青年部主辦，歡迎 25 歲以下青

少年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詳閱布告欄) 

   ◆日期：2017 年 6 月 24 日(週六) 

   ◆地點：台北市新興國中(白天) 

           雙連教會(晚會)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232,0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0,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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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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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9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7,0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5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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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300元元元元(1/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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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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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718 元元元元 

  (6/11 止止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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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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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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說說、唱唱 潘茂涼老師 

6/29 結業、座談會、慶生 全體學員、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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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讚美曲目：常常歡喜。 

2. 本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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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由以勒敬拜團主領敬拜讚美，敬拜曲目如下：(1)就是這個時刻、(2)幸

褔、(3)認定祢、(4)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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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聯合禮拜 10:00 
小組暫停 

6/18 聯合禮拜 10:00 
小組暫停 

6/18  約書亞記 15 章 

6/24(週六) 聖經大會考 Part2 
4-6 月慶生會 

6/24(週六) 聖經大會考 Part2 
4-6 月慶生會 

6/24(週六) 聖經大會考 Part2 
4-6 月慶生會 

6/25  討論下一季行事曆 6/25  討論下一季行事曆 6/25  約書亞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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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曉芳老師，6/25：幸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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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秀真老師 
仲騏 

智媖老師 
品新 
允丞 

6/25 幸佑老師
仲晴 

宛霓老師 
紹祈 
品妤 

◆本季的主題為[我愛讀詩篇]，本週故事信息[讚美詩歌]，在說明詩篇第145篇是一 

  首讚美詩，這首詩與之後的五首加在一起，以一連串的讚美為整部詩篇做了結 

  束。這首詩是一首離合詩，每節經文的第一個字母，與希伯來文的字母相對應。 

◆本週的教學目標，期許每位小朋友心中充滿對神的感謝，口中常說出讚美的話 

  語。 

◆暑期兒童營[愛的馬拉松]將於7/3-7/9晚上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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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下半年教學方向，一方面更加要求小朋友背誦金句；另一方面，也將介紹 

  基督教教會建築及教會歷史，並約略說明基督教與天主教的異同，在老師的小組 

  分享及故事信息中將酌量加入。也請家長在家繼續提醒小朋友用馬丁路德ACTS 

  禱告法(讚美，悔改，感恩，代求)為自己，家人，朋友，教會，社會國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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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1 主日講章 

竭力追求竭力追求竭力追求竭力追求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腓立比書 3:12-14； 

詩篇 101:1-2    

    伊索寓言龜兔賽跑故事的結局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是懶惰跑不快的烏龜

反而先抵達目的地。這個故事給大家一個啟示：「會跑的人，不一定跑第

一！」賽跑場上，無論是 100、200、400或 800公尺的短跑賽，甚至是馬拉

松的長跑賽，更是如此，看起來是會贏的，但直到抵達終點線前卻輸了！今

年 2月 5日我曾講過《賽跑人生》信息，你我的信仰人生，有時就像短跑，

一鳴槍後就立刻向前衝刺;有時就像馬拉松長跑，必須憑耐力逐步慢慢跑完

全程。每一個人的人生有出發點，也有終點線。 

    我們基督徒的信仰是充滿動力的，你看使徒保羅的信仰是充滿動力的，

不是往上，就是向前。信仰旅程是不到終老、不到離世，絕不終止。我一再

強調信仰精神要學習使徒保羅的「日日向前、日日向上」。 

    我很感動保羅在腓三：13 所說的：【台】「獨獨專務一項」【華】「我

只專心一件事」【現台本】「我只有專心一項」。保羅只專心的這一件事到

底是什麼事？  保羅在第 12、14節已經說了：【華】「基督耶穌已經先贏

得了我……..我已經得到了屬天的新生命。」【現台本】「耶穌基督已經得

著我……..我已經得著彼個對頂面來的活命。」 

    腓三：12~14 可說是保羅成功的秘訣。保羅成功的背後的原因就是腓三：

1~11 的經歷，這段經文的意義雖然是在敘述耶穌基督，卻是敘述保羅他自

己的故事、他的信仰，以及達到完全的境界，甚至是敘述每一位信徒也應當

如此，是你的故事、信仰及達到完全的境界。 

    2010 那一年，我因為一位同工暗中寫給我信裡唯一的一句話，內心感

到很挫折、很受傷，牧會以來從沒有受到那樣的衝擊過。當年底，剛好韓國

釜山豐盛教會金聖坤牧師來到台北，從 10 月 18 日（週一）起主理一連五

晚的「雙翼 2010 特會」，我去參加了，每晚我的心從最後同聲禱告中得到

安慰與醫治。當時，金聖坤牧師第一晚的特會，他用《蒙召的獎賞》作為主

題，經文與今天相同。金聖坤牧師說：「我考大學落榜 9次，產生夢懕，產

生恐懼。自從上帝的話語告訴我〝忘記背後〞，才除去恐懼!所以，要宣告

這些恐懼挫折都必過去的!現在我每天早上起來，一打開眼睛就宣告：『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金聖坤牧師一生有兩個目標：（1）屬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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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主耶穌，也就是效法基督;（2）服事的目標：使萬民作主門徒，也就是使

世界福音化。 

    保羅的一生經歷令我們基督徒欽佩，當我們今天聽見他所說成功的秘

訣的時候，我們不會忘記保羅為要發揚猶太教過去有屠殺基督徒的記錄，他

曾迫害基督徒、迫害教會、迫害基督。可是，保羅表明如今他已忘了他的過

去，才有今天得到基督生命的他! 保羅信主後的一生是為主的福音打拼的一

生，鞠躬盡瘁! 

    在十八世紀英國約翰本仁在監獄裡寫了一本我們很熟悉卻未必讀過的

一本屬靈書籍《天路歷程》，對後代基督徒有很大的影響及幫助。有人說這

本書是除了聖經以外最重要的名著，是教導基督徒如何奔跑天路。就好比保

羅所形容的信仰生活就如賽跑的人生一樣，而保羅在腓三：12~14 所說的打

拼追求目標仍尚未得著。 

    有一位老年人，人問他說：「今年貴庚?」他回答說：「我今年才四歲!」

人們覺得他很愛說笑!接著，他說明他重生得救才四年，以前犯罪墮落的日

子不算，這四年才是真正得著的人生，但是仍然在努力追求中。 

    信仰生命也應當有逆轉勝（輸輸仔贏），也就是得勝的人生，就像保羅

的生命一樣。最近，我們從單獨會主哥林多後書讀經範圍裡聽到保羅一再講

到他的軟弱，好比曾歷經飢餓、困乏、卑賤、貧窮、病痛、受信仰攻擊、受

外在逼迫、鞭打、失眠、船難、瀕臨死亡等等，其實在另一面，保羅有他愛

主、愛教會、愛人、開拓教會、神學論述、聖靈充滿、說方言、三層天屬靈

經歷等等的成就。 

    事實上，保羅從不說他自己經成功或他有多大成就，他只講「完全」。

在今天單獨會主靈修讀經林後第十三章裡，他說：「你們要努力作完全人。」

（11 節）「成功」與「完全」兩者有何不同嗎？「成功」是靠自己努力出

來的，能夠得到別人的誇讚，何況世上沒有永遠的成功；「完全」在於因為

上帝是完全的，自己不完全，必須學像基督，才能夠得到上帝的喜悅。「完

全」是一個過程，要竭力地追求，世上沒有一個是完全的。 

    有一年，中華職棒的興農牛得到了年度總冠軍，選手接受媒體採訪時，

說：「我們太強了！我們簡直是亞洲第一」。可是，當他們到日本去比賽亞

洲職棒比賽時卻只得到第三名，只贏不強的中國隊。箴十八：12 說：「敗

壞之先，人心驕傲；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俗諺說：「勝不驕，敗不餒。」 

    有一次世界杯棒球賽在台灣舉行，是在高雄澄清湖棒球場比賽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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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國隊也來比賽，比賽結果名次很難看，是最後一名。閉幕後，所有的

隊伍早已離開球場了，唯有法國隊還留在場上，教練帶領所有的球員用走的

方式繞場一圈。記者覺得很好奇，名次是最後一名，早就該打包回家了，就

問他們的教練在做什麼? 法國隊教練說：「我們雖然是排名最後，不過我們

仍在享受那比賽的氛圍。我們很羨慕你們台灣有那麼漂亮的棒球場！」各

位，任何比賽有輸有贏，平常心對待！比賽過程也許更勝於比賽結果。 

    在保羅當代，有奧林匹亞比賽，在田徑場跑道上競跑的，有很多競爭對

手，誰也不輸誰。請特別注意，保羅卻提到一樣東西，或者說一件事情----

「標竿」（目標），顯然他是指賽跑的終點線。保羅說：「向著標竿直跑」，

意思是向著最後得勝的目標直直跑過去，當然不是站在那裏不動，也不是漫

步走或慢跑，而是全力衝刺。我覺得不只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人生，我們

的家庭，甚至我們的職場，同樣都當應用保羅的這個屬靈原則。在比賽時，

賽跑的人不能全靠兩條腿一直跑就好，而是要運用雙眼，不能光靠憨力，也

要靠智力，這一點很重要！換句話說，在跑的時候，要注目向前看，不要受

到周遭的環境影響，或是看人的因素，只要仰望注目最終的目標耶穌基督。 

    詩一Ｏ一：1~2：「我要歌頌祢的慈愛和公義；上主啊，我要頌揚祢。

我要學走完全誠實的路；祢幾時到我這裏來呢？ 我要在宮中過純潔的生

活。」這是大衛內心的志向與願望。在歐洲許多國家君王加冕的場合，都會

朗讀這篇詩篇。最後，我也要用這個祝福來勉勵全體信徒：「當竭力追求得

著那永恆的目標：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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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2 葉招治姊受洗 

2017/5/20、27 音控同工訓練 

2017 年暑期兒童營同工訓練 

2017/6/10 牧區之夜 

2017/6/8 夏季敬老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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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6/18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00 
主題：賜你平安 

聖經：腓立比書 2:5-11 

詩歌見證者：楊豐彥老師 

 出席 

獻金 

131人 

7,770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75人 

2,919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 102教室 
 
出席 

11人 

迦勒小組～11:00於 101教室 17人 

多加小組～11:00於 107教室談心園  8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9人 

路加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12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本堂 101教室  出席 8人 

恩惠小組～14:00本堂 102教室  出席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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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8人學生 17人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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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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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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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桐志執事家  出席 本週暫停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 101教室  出席 5人 

恩慈小組～20:00本堂 100副堂  出席 7人 

6/22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37人 

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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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拜六 

早禱會 09:00 本堂 100副堂  出席 5人 

基要真理班 13:00 禧年館  出席 14人 

撒拉弗敬拜詩班 15: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4人 

以勒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5人 

DREAM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6人 

6/19~6/24 

拜一~六 
喜樂操團隊 06:00 向日葵：班長黃秀雲    

6/1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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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26人；主日奉獻 1,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