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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學學學學院院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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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啟示錄 22 章 9/21 創世記 4 章 

9/18 創世記 1 章 9/22 創世記 5 章 

9/19 創世記 2 章 9/23 創世記 6 章 

9/20 創世記 3 章 9/24 創世記 7 章 

 
 
 

 

 

 

 

 

 

5 本主日下午生活講座「職場造就」系列 3 

5 下主日是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 

5 本會訂 10/15(主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 

5  9/23-25台北中會宣教大會 

5 獎助學金 9月開始申請 

5  10/12秋季敬老旅遊開始報名 

5 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 

 

 

 

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日期 星期 重要事項 

◆9 月 17 日 日 
聖經書院奉獻主日 

生活講座Ш 

◆9 月 24 日 日 國際基甸會請安主日 

◆10 月 1 日 日 執事提名投票/長執會 

◆10 月 7 日 六 牧養會議 

◆10 月 8 日 日 
什一奉獻日/執事提名

公告 

◆10 月 12 日 四 敬老旅遊Ш 

◆10 月 15 日 日 
聯合禮拜/臨時會員和

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10 月 22 日  重陽敬老會主日 

◆10 月 29 日 日 野外禮拜 

◆11 月 4 日 六 牧養會議 

◆11 月 5 日 日 小會/台神奉獻主日 

◆11 月 7 日 二 
中會第四次議會:艋舺

教會 

◆11 月 11 日 六 2018 事工研討會 

◆11 月 12 日 日 
第六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日 

◆11 月 19 日 日 生活講座(四) 

 

本週信息：憐憫之屋 

經文：約翰福音 5:1-9 

下週信息：讀經：救恩之道 

經文：詩篇 119:174 
提摩太後書 3: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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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謝惠聰長老           司琴：彭昱嘉弟兄 

《《《《靜候上帝的話靜候上帝的話靜候上帝的話靜候上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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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詩班 

1. 平安的七月暝、2. 無限的愛、3. 相約在主裡(華)、 

4. 至大上帝，願祢導我 

祈    禱………………聖詩第 332 首 耶穌，著記得我 ……………會   眾 

信仰告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會   眾 

啟    應………………………啟應文第 43 篇 ……………………司禮/會眾 

《《《《恭聽上帝的話恭聽上帝的話恭聽上帝的話恭聽上帝的話》》》》    

聖    經………………………約翰福音 5:1-9 ………………………司   禮 

讚    美………………… 求祢憐憫阮，主啊！……………………敬拜詩班 

講    道……………………… 「憐憫之屋」 ………………………主   禮 

祈    禱…………………………………………………………………主   禮 

《《《《應答上帝的話應答上帝的話應答上帝的話應答上帝的話》》》》    

回 應 詩……………聖詩第 184 首 上帝疼痛哪會赫大 …………主禮/會眾 

奉    獻…………………………獻上自己……………………………司   禮 

事工報告…………………………………………………………………司   禮 

釋放祈禱…………………………………………………………………主   禮 

《《《《實踐上帝的話實踐上帝的話實踐上帝的話實踐上帝的話》》》》    

頌    榮…………… 聖詩第 388 首 榮光歸聖父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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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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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胡瑞娟長老           司琴：楊舒涵姊妹 

《《《《仰望神仰望神仰望神仰望神》》》》    

序    樂…………………………………………………………………司   琴 

宣    召………………奉耶穌基督的名來敬拜 ……………DREAM 敬拜團 

詩歌讚美 ………………………………………………………DREAM 敬拜團 

1. 在這裡、2. 恩典之路、3. 唯有耶穌+祢是配得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約翰福音 5:1-9 ………………………司   禮 

講    道……………………… 「憐憫之屋」 ………………………主   禮 

《《《《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    

回 應 詩………………………………………………………………主禮/會眾 

奉    獻………………………… 獻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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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吟差遣詩後離席……………DREAM 敬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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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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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

第一場第一場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二場第二場

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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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良牧師 林文良牧師 

司

司司

司    

        

    禮

禮禮

禮 

  

 謝惠聰 吳青峯 鄭木榮 杜韶峰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彭昱嘉 楊舒涵 黃依文 楊舒涵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周美桃、林鐘蜜 吳碧芬、陳俞甄 郭桐志、吳炘憶 林玉緞、莊五妹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吳千鶴/ 

彭瑞旺、林淑氣 

黃于馨/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和聲:DREAM 敬拜團 

雷慧敏/ 

林仁堅、蘇錦淑 

黃于馨/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和聲:DREAM 敬拜團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楊舒婷 吳青峯 楊舒婷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林信全、許棟樑 ―― 詹烜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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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嗣軒 周惠美、廖純雅 周佩蓉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路得小組 壯年小組/葉秀緞、莊五妹 

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 

  

 路加小組 活水小組 

插

插插

插    

        

    花

花花

花 

  

 盆栽設計 盆栽設計 

司

司司

司值

值值

值長老

長老長老

長老/

//

/執事

執事執事

執事 

  

 吳世平/周美桃、廖弓普 鄭木榮/王秀蓮、郭桐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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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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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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約翰福音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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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之屋憐憫之屋憐憫之屋憐憫之屋))))    

 

一、 序言： 
 

我們教會禮拜堂之美之一就是副堂大門的「實踐大誡命」的標語，進進出出
藉這句醒語的大誡命要你我學像耶穌的憐憫，時時處處憐憫人！ 

 

 

二、 本論 
 

1. 耶穌在畢士大池醫治了一位 38年的患者的這事件經過只有約翰福音有記
載，一定是有他的用意。 

 
2. 〝畢士大〞即〝憐憫之屋〞之意，卻名不符實，患者因為想要蒙憐憫得
醫治才來到這裡，卻因人的自私心態得不到醫治，「已經有別人比我搶
先下去了」。 
 

3. 〝憐憫〞是以別人的存活與利益為優先，它的極至是自我犧牲。翁山蘇
姬說過：「人類最大的敵人就是冷漠。」緬甸正面臨的洛興雅危機重創
了翁山蘇姬民主鬥士的形象，矛盾自己的名言。 

 

4. 九二一地震救災、颱風救災，因為人自私自利的心態，失去了關懷救濟
的意義，失去了憐憫的意義。 

 

5. 約翰福音強烈批判當日的猶太宗教，那些長期受猶太教薰陶的人們仍然
那麼自私自利、冷漠無情、毫無憐憫之心 

 

 

三、 結論 
 

今日教會也必須以此反省自己的信仰，教會也像畢士大池旁的人們一樣嗎?還
是，今日教會的意義應該就像〝畢士大〞一樣是〝憐憫之屋〞，是上帝憐憫世
界、為世人犧牲的地方？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畢士大池邊有一位患病 38年的人仍不得醫治，這表示什麼意思？ 
2. 耶穌說：「起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穌怎樣作一位憐憫人的人？ 

3. 我們的教會與我們的小組，可以在哪些方面實踐憐憫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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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主日主日主日主日是總會訂聖經是總會訂聖經是總會訂聖經是總會訂聖經學學學學院奉獻主日院奉獻主日院奉獻主日院奉獻主日 
請為新竹聖經學院的培育信徒事工關心、 
代禱及奉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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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讀經日程表月份讀經日程表月份讀經日程表月份讀經日程表 
全教會單獨會主讀經進度 9/18從舊約創世
記第一章讀起，鼓勵兄姐持續每日靈修，
在神的話語中生命得更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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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主日下午 1:15-2:30舉行第三次生活講
座，請兄姐留步踴躍參加。 
◆講師：卓文隆教授 

  ◆講題：「錄用？考績？升遷？--我的 
  用人哲學」 

 

4. 本會訂本會訂本會訂本會訂 10/15(主日主日主日主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召開臨時會員和會召開臨時會員和會召開臨時會員和會 
改選部分長執(2 名長老、4 名執事)，召集
書正會員名單若有遺漏者，請向小會書記
黃依文長老補正(請閱第 10頁)。 
 

5. 下主日是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下主日是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下主日是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下主日是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 
該會理事余政道弟兄(前北區理事)及前葉
會長將蒞會報告及請安，請代禱。 
 

6. 9/23-25台北中會宣教大會台北中會宣教大會台北中會宣教大會台北中會宣教大會 
北中舉辦宣教大會，日期：9/23-25(週六-
一)，地點：大稻埕教會，本會 6名長執及
兄姊報名參加，請報名參加者自行前往，請
兄姊為大會的講師及各教會参加者代禱。 
 

7. 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 9月開始申請月開始申請月開始申請月開始申請 
為獎助本教會就讀公私立研究所、大學院 
校、高中(職)優秀學生努力向學，特設置 
獎學金以資鼓勵。每年 9/1-30提出申請， 
申請表格請向辦公室索取。 
 

8. 10/12秋季敬老旅遊秋季敬老旅遊秋季敬老旅遊秋季敬老旅遊﹙﹙﹙﹙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農漁一家親﹚﹚﹚﹚ 
秋季敬老旅遊參加人數 80人，意者請向幹 
事林冠儀報名。 
1)時間︰誠泰藥局集合 8:00準時出發，預 
計 19:30返回三重 
2)地點︰新竹九芎湖陳家農場、金漢柿餅、 
南寮漁港 
3)費用︰60歲以上會友及看護者每人 750 
元，其他會友每人 900元，國小以下兒童半 
價(450元)。 
4)報名時間︰ 
●9/10第一階段報名︰60歲以上會友。 
●9/17第二階段報名︰60歲以下會友。 
 

9. 11/12(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舉行第舉行第舉行第舉行第六六六六次聖禮典次聖禮典次聖禮典次聖禮典 
欲接受洗禮或堅信禮者，請向幹事報名。 
 

 
 

 

1. 請信徒兄姐同心為 10/15 召開臨時會員
和會改選部份長執，同心迫切祈禱，求
主親自揀選祂自己的同工來服事教會。 

住院中： 
陳清松，敬請關心代禱。 
在家靜養： 
林仁真(林信全執事父親)、葉萬福(葉
陽明父親)、林美德、葉美德(湯牧師母
親)、潘秀枝、張文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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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永，敬請關心代禱。 
出國工作者：鄭春山(上海)、鄭培宏、
詹重信(日本) 
出國就學者：陳威澄(美國) 

 
 

 

 

 
 
1. 七張七張七張七張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本本本本主日下午舉行主日下午舉行主日下午舉行主日下午舉行陳俊宏牧師陳俊宏牧師陳俊宏牧師陳俊宏牧師就就就就
任第任第任第任第七七七七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七張教會本主日下午 3:30舉行陳俊宏 
牧師就任第七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來 
帖邀請歡迎兄姊參加給予祝福及鼓勵。 
◆地點：七張教會 
 

2. 2017淡水教會古蹟日淡水教會古蹟日淡水教會古蹟日淡水教會古蹟日 
淡水教會主辦，日期 9/15-9/17(五-日)，歡迎
兄姐踴躍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 
 

3. 總會總會總會總會 9/30(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上午舉行連振翔傳道師上午舉行連振翔傳道師上午舉行連振翔傳道師上午舉行連振翔傳道師
封牧暨就任機構牧師授職感恩禮拜封牧暨就任機構牧師授職感恩禮拜封牧暨就任機構牧師授職感恩禮拜封牧暨就任機構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總會 9/30(週六)上午 10:30-12:00 舉行連振
翔傳道師封牧暨就任總會事務所機構牧師
授職感恩禮拜，來帖邀請歡迎兄姐參加給
予祝福及鼓勵。◆地點：濟南教會 
 

4. 2017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京都行京都行京都行京都行••••台灣情台灣情台灣情台灣情」」」」自行車自行車自行車自行車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由國際平安基督教會主辦，總會大專事工
委員會協辦，日期：11/6-11(週一-六)，活動
地點：日本京都，詳閱布告欄。 

 
5. 全國婦女查經營全國婦女查經營全國婦女查經營全國婦女查經營 
由總會舉辦知全國婦女查經營，時間：
10/23-25(週一-三)，地點：中華電信高雄訓
練所，歡迎姐妹踴躍報名參加，詳閱布告
欄。 
 

6. 深澳漁港海灘淨灘活動深澳漁港海灘淨灘活動深澳漁港海灘淨灘活動深澳漁港海灘淨灘活動 
北中教社部與七星中會合辦，呼籲兄姐 
善用自然資源亦盡職保護生態環境，歡 
迎踴躍報名參加，詳見公布欄。 
◆時間：10/15(週日)下午 3:00-5:00        
◆地點：深澳里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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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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262,5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2,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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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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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10,8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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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00元元元元(1/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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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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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918元元元元(9/10止止止止) 
 
 
 
 
 
 
松年中心第松年中心第松年中心第松年中心第20202020期課程表期課程表期課程表期課程表    
◆上課時間每週四上午9:30-13:00 

◆歡迎松年、壯年兄姊、家庭主婦、社區 
  朋友報名參加。報名費每月500元，一 
  次繳三個月有優惠價，詳洽冠儀幹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9/20 戶外踏青：大湖公園 
全體學員及

同工 

9/28 
娜娜姊時間：旅遊日

記 
蔡幸娜師母 

10/05 思想起 林榮任牧師 

10/12 秋季敬老旅遊 松年會友 

10/19 
誰來午餐：松年一家

親之大家逗陣來唱歌 

敬邀松年牧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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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獻唱「我真愛聽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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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第二場禮拜由 DREAM 敬拜團主領

敬拜讚美，敬拜曲目：(1)神羔羊、(2)將
天敞開、(3)認定你、(4)在你呼召之地。 

 
第六牧區近期聚會第六牧區近期聚會第六牧區近期聚會第六牧區近期聚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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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柏綱恩慈 
說故事 

柏綱&恩慈 

人際關係 
系列-真受
不了你！ 
弓普哥 

生活講座 

9/23 
7-9 月 
慶生會 

7-9 月 
慶生會 

7-9 月 
慶生會 

9/24 本週暫停 
討論下一
季行事曆 

加拉太書 
第六章 

 
兒童牧區近期聚會兒童牧區近期聚會兒童牧區近期聚會兒童牧區近期聚會 
◆教師小組經文分享： 
  9/17：信欣老師，9/24：曉芳老師 

◆主日學聚會時間：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故事信息故事信息故事信息故事信息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9/17 
秀真老師 
紹祈 

信欣老師 
品新
仲騏 

9/24 
幸佑老師 
仲晴 

曉芳老師 
倍恩
宥恩 

◆本週故事信息「牧童國王大衛」，內容在 
  說明大衛事前完全不知道神已揀選他， 
  要他放下羊群去擔任更重要的任務；在 
  大衛毫無查覺中，神已計劃好大衛在以 
  色列中將有的地位與環境，使他能擔當 
  這個角色。 
◆目前主日學小朋友在聚會中，大多都已 
  能在臺前帶領大家禱告，雖然稍覺所說 
  太短，可以持續練習。仍請各位家長利用 
  時機，請小朋友禱告，將會進步更多。 
◆主日學教師小組為強化老師們彼此之間 
  鼓勵與代禱的功效，主日教師小組將於 
  主日學聚會前，在中年級教室一起讀經 
  並生活分享；同時間另由 1-2 位老師陪伴 
  小朋友讀經及代禱，使小組與主日學得 
  以兼顧並行，邀請老師們都能一同參加。 
 
 

本會其他活動本會其他活動本會其他活動本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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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0 主日講章 

行此以憶我也行此以憶我也行此以憶我也行此以憶我也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以賽亞書 53:7 

路加福音 22:14-22 

    教會禮拜堂的聖壇好比聖經時期會幕的至聖所，有三樣聖物是信仰主

要的中心――十字架、講壇、聖餐桌（祭壇）。我們教會禮拜堂之美，其中

之一就是這張聖餐桌（祭壇），聖餐桌前面寫著「行之以憶我也」（有別於

其他教會聖餐桌的「行此以憶我也」）及 IHS（意即「耶穌」，它是古希臘

文ΙΗΣΟΥΣ的前三個字母代表）這些字體，取自主耶穌所吩咐的話語：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林前十一：24、25）我的母校淡江

高中禮拜堂的祭壇的造型呈現「羔」的字形，表明聖子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

羔羊為世人捨生，獻上作贖罪祭。我們最近單獨會主正在讀的啟示錄這一卷

書，就是以「羔羊」來稱書中的基督（啟五：6、11~14;十九：7）。 

    歡迎所有的陪餐信徒兄姊聚集圍繞聖餐桌與主共桌，來領受主耶穌所

設立聖餐特殊的恩典餅與杯，使我們飢餓的心靈得嚐飽足。藉著今年度第五

次的聖禮典，眾信徒同心領受麵包與葡萄酒來表明生命連結於主。麵包與葡

萄酒這兩樣東西無法用現代科技創造的，它們的產生乃造物主及大自然的

賞賜。人若不辛勤耕作，小麥仍然是穀粒，葡萄的果實仍然是死的收成物。 

    各位兄姐，擺在聖餐桌上的麵包與葡萄酒的產生其實是很奧妙的，當人

將製作的成品放在黑暗寂靜之處，麵團就開始發酵膨脹，酒就開始釀造發出

香味來。在製作麵包與葡萄酒過程中，除了人靠雙手的勞力幫助以外，最後

卻通過人所無法創造出的力量，使小麥與葡萄果實變成了麵包與葡萄酒，也

就是擺在我們眼前的餅與杯。感謝主，因著主耶穌的設立，使這兩樣屬地的

東西，在人的手中成了屬天神聖的記號。 

    賽五十三 7說：「祂受迫害，受虐待，但祂一言不發。祂像待宰的“小

羊”，像被剪毛的“羊”，祂一聲不響。」啟五：6 稱基督為「羔羊」，就

是影射這節經文。基督就像羔羊般地順服上帝，為世人的罪受鞭打、受盡苦

楚。來八：1；九：25、26說：「我們有這樣的一位大祭司耶穌基督，祂坐

在天上至高權力者的寶座右邊………猶太人的大祭司每年帶著牲畜的血進

到至聖所。但是，基督無須多次獻上自己………基督一次獻上而竟全功，在

這末世，把自己當作祭物獻上，來潔淨罪。」耶穌基督雖是“大祭司”，但

祂更是擺上自己捨命救贖世人最馨香的“祭物”了！（來十：12） 

    在台灣，有許多奇怪的宗教現象—— 

1.拜人：拜活人，把活人當作偶像在拜，好比活佛、禪師、法師……。 

2.拜神明：活人死了成為死人，竟然可以變成神明讓人去拜，好比拜公媽、

拜祖先。 

3.拜鬼：人死後竟然可以變成鬼（孤魂野鬼）讓人拜，你不拜牠，就被牠纏

累，你拜牠，牠就不攪擾人間。 

    那麼，為甚麼有這樣的七月鬼節，因為人沒有真神上帝，也故意不去認

識祂，才會去拜鬼神，否則沒有平安，結果他們內心真地失去了真神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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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在搶孤出名的頭城地區，頭城教會連續七年在頭城火車站前舉辦平安

七月暝音樂會，宣告農曆七月是平安月，不是鬼月。頭城教會陳永光牧師分

享聖靈感動一位過去是搶孤第一名的弟兄，主動走進教會想認識主。這位弟

兄初信那年，面對朋友邀約再去參加搶孤比賽的掙扎時，他經歷了上帝奇妙

的動工。這位曾經是搶孤比賽第一名的弟兄，受到聖靈感動主動來到教會，

但原本參加比賽的朋友，不斷慫恿他要再參加搶孤，這樣他們才會有好成

績。這位初信的弟兄面對主的聲音與世俗朋友的聲音的兩難。經過跟牧師談

論後，這位弟兄藉著禱告將自己的掙扎交託給上帝說：「上帝，求你幫助我

決定要不要去！」上帝真是垂聽人禱告的上帝，很不可思議，搶孤當天上

午，蘭陽地區天氣都很好，沒想到下午突然變天，風雨太大使得孤棧傾斜，

臨時停辦。這位弟兄親身經歷了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掌管宇宙萬有及風雨

的真神上帝！各位，只要你願意領受，上帝是賜人平安的上帝，祂是與台灣

人同在的上帝。 

    在我個人單獨會主靈修時，讀了啟九：20~21 這段經文，說：「其餘沒

有在這些災害中被殺的人仍然不悔改，不拋棄他們親手所造的偶像。他們照

常拜魔鬼，和金、銀、銅、石、木所造的那些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的東

西。他們犯了凶殺、邪術、淫亂、偷竊等罪行，也沒有悔改。 」我恍然大

悟許多人至今仍然執迷不悟地拜魔鬼、拜偶像，原來是他們不願悔改歸向真

神上帝！ 

    今天，與耶穌共桌的基督徒，當我們回顧加略略山上在十字架上犧牲受

死的耶穌及其死而復活，我們才全然明白耶穌所設立新的約定的意義，乃是

為了我、為了我們，以及為了我們的罪的緣故。我們內心就很激動，也很感

動，感謝主，今晨我們再一次聽見羔羊主耶穌親自告訴我們說：「這是我的

身體，是為你們捨的。你們這樣做來記念我……這杯是上帝的新約，是用我

為你們流出的血設立的。」（路廿二：19~20）這就是新的約定！各位，千

萬不要時間久了就對十字架及聖餐這個新的約定無感又麻痺，否則枉費羔

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寶血！ 

    昨天單獨會主靈修讀經啟示錄十四：9~10，我好感動領受這段經文的意

義：「另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說：『若有人拜那隻獸和獸像，在額

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記，他也必喝上帝烈怒的酒；這酒是斟在上帝憤怒的杯中

的純酒。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顯然，這

世上大部份的人都在喝上帝憤怒的杯，但我們信主的人卻要與主基督一同

喝福杯！而且，現在在世上就可以與主耶穌共桌飲祂的杯，這是多麼大的福

氣啊！ 

    各位兄姐，擺在這祭壇上讓我們記念的聖餐乃表明耶穌的救贖功勞。我

們的生命已經靠著大牧者也是大祭司耶穌基督，成為羔羊贖罪祭物為世上

眾群羊一次擺上，就永遠得救了！今晨，讓所有有份於這份新的約定的基督

徒，以感恩之心來遵守值得我們紀念的聖餐，藉著領受杯餅來重新證明我們

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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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小啟示溫馨小啟示溫馨小啟示溫馨小啟示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弗萊明與邱吉爾弗萊明與邱吉爾弗萊明與邱吉爾弗萊明與邱吉爾    

    一百多年前的某天下午，在英國一個鄉村的田野裡，一位貧困的農民正在

勞作。忽然，他聽到遠處傳來了呼救的聲音，原來，一名少年不幸落水了。農

民不假思索，奮不顧身地跳入水中救人。孩子得救了。後來，大家才知道，這

個獲救的孩子是一個貴族公子。 

    幾天後，老貴族親自帶著禮物登門感謝，農民卻拒絕了這份厚禮。在他看

來，當時救人只是出於自己的良心，自己並不能因為對方出身高貴就貪戀別人

的財物。故事到這兒並沒有結束。 

    老貴族因為敬佩農民的善良與高尚，感念他的恩德。於是，他決定資助農

民的兒子到倫敦去接受高等教育。農民接受了這份饋贈，能讓自己的孩子受到

良好的教育是他多年來的夢想。農民很快樂，因為他的兒子終於有了走進外面

世界、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老貴族也很快樂，因為他終於為自己的恩人完成

了夢想。 

    多年後，農民的兒子從倫敦聖瑪麗醫學院畢業了，他品學兼優，後來被英

國皇家授勳封爵，並獲得 1945 年的諾貝爾醫學獎。他就是亞歷山大•弗萊

明，青黴素的發明者。而那名貴族公子也長大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患上

了嚴重的肺炎，但幸運的是，依靠青黴素，他很快就痊癒了。這名貴族公子就

是英國首相邱吉爾。 

    農民與貴族，都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了援手，卻為他們自己的後代

甚至國家播下了良善的種子。人的一生往往會發生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有時

候，我們幫助別人或感恩別人，卻可能都在暗中得了回報。生活，原來是如此

美好！ 

 

壁虎的故事壁虎的故事壁虎的故事壁虎的故事 

    在日本，發生了這樣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有人為了裝修家裡，拆開了牆

壁；日式住宅的牆壁通常是中間架了木板後，兩邊批上泥土，其實裡面是空

的。他拆牆壁的時候，發現一隻壁虎被困在那裡一根從外面釘進來旳釘子釘住

了那隻壁虎的尾巴。那人見狀，既覺可憐又感好奇，他仔細看看那根釘子，天

啊！那根釘子是十年前蓋那房子的時候釘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那隻壁虎竟然困在牆壁裡活了整整十年！黑暗中的牆壁

裡的十年，真不簡單。不對呀？他繼而尋思，尾巴被釘住了，一個步子也跨不

出的這隻壁虎，到底靠什麼撐過了這十年？他於是暫時停止了裝修工程：「牠

到底吃什麼？」他要一探究竟。 
    過了不久，不知從哪裡又鑽出來一隻壁虎，嘴裡含著食物...... 啊！他
一時愣住了，這是什麼樣的情形啊？為了被釘住尾巴而不能走動的壁虎，另一
隻壁虎竟然在十年的歲月裡一直不停地啣取食物餵牠。我聽了以後很感動，真
地也不去想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親子，朋友、異性或手足.....。在人類的社會
中，隨著日新月異的網絡世代，人與人獲取相關的資訊超快速，但是人與人之
間的的距離是否也越來越接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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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 
一、 時間：主後 2017 年 10 月 15 日主日上午 10:00 聯合禮拜後 

二、 主旨：召開臨時信徒會員和會 

三、 出席：全體在籍現有陪餐會員。 

四、 議案： 

（一） 新任長老選舉，任期屆滿長老：吳世平、林忠堅，應選 2 名長老。 

（二） 新任執事選舉，任期屆滿執事：王秀蓮、王雪美、杜韶峰、陳翠娥，應選 4 名 

   執事。 

五、 會員名單如下，姓名若有遺漏的，請向小會書記補正。 

六、 請為新任長執改選聖工代禱。 

小會議長：林文良  

小會書記：黃依文  

主後 2017 年 9 月 17 日  

1. 籍在人在會員：共 246 名 

丁國雄 王秀蓮 王幸雯 王美華 王雪美 王熙銓 田偉傑 田偉程 田薏亘 仰秀湄 

江岱蓁 江明盛 江雅玲 何奇峰 何武清 何曉芳 吳小貴 吳千鶴 吳介元 吳世平 

吳主隆 吳志強 吳炘達 吳炘憶 吳長榮 吳佳恩 吳青峯 吳啟男 吳智媖 吳歆慧 

吳極民 吳碧芬 吳碧雲 呂季芳 呂福來 宋秀真 宋國雄 李月女 李志宏 李武雄 

李富村 李景峯 杜宛玲 杜彩珠 杜韶峰 汪詩雯 汪嗣軒 周宏一 周佩蓉 周信義 

周美桃 周美麗 周惠美 周琳玲 周詳人 官翰傑 林仁堅 林文良 林介甫 林玉緞 

林志芬 林廷安 林秀芳 林亞倫 林忠堅 林明德 林長本 林育甫 林宜叡 林恆欣 

林信全 林信欣 林冠儀 林美惠 林美瑛 林美瓊 林晏如 林泰啟 林致秀 林恩潔 

林淑氣 林淑彩 林陳笑 林惠萍 林榮彬 林 瑋  林劉麵 林誼孟 林鐘蜜 邱竹筠 

邱建祺 邵淑蓉 邵淑惠  施柏綱 施姬美 施淑梨 洪美女 洪哲偉 洪雅婕 胡志宏 

胡瑞娟 徐金蘭 高榮樹 高國維 張宇姍 張 青 張美麗 張陳市 張麗玲 章 時 

曹正義 曹怡悅 梁美珠 粘秋貴 莊五妹 許天威 許月菊 許秀英 許育菁 許崑淵 

許棟樑 郭映麟 郭桐志 郭泰松 郭寶綢 陳吉華 陳志誠 陳秀玉 陳俞樺 陳威同 

陳美鳳 陳建民 陳俊廷 陳恩柔 陳恩慈 陳淑惠 陳清宏 陳清松 陳惠珠 陳偉益 

陳 慧 陳翠娥 陳耀永 彭瑞旺 曾懿玫 游美瑕 湯玉芳 黃于馨 黃安仁 黃依文 

黃祥晉 黃素蘭 黃淑芬 黃貴惠 黃愛玉 黃筱瑋 黃漢勇 黃鄭網 黃麗卿 楊月華 

楊明樹 楊舒涵 楊舒婷 萬中錢 萬以琳 葉大妹 葉百惠 葉秀緞 葉淑如 葉淑蘭 

詹重信 詹烜炎 詹淑美 雷慧敏 廖弓普 廖玉雲 廖純雅 廖高輝 廖 娥 廖嘉松 

廖麗娟 熊慶春 劉文連 劉武松 劉家蓁 劉淑惠 劉嘉雪 歐 玉 潘秀枝 潘英珠 

潘慧君 潘寶珠 蔡宜婷 蔡秀卿 蔡金聲 鄭木榮 鄭惠珠 錢 潛 蕭月英 蕭加恩 

蕭至惠 蕭金盆 蕭銘美 謝 好 謝美智 謝振昭 謝惠聰 謝雅清 謝憫震 鍾俊姬 

蘇耿宏 顏靜芬 蘇筠茹 蘇靖婷 蘇銀花 蘇錦淑 劉錫分 葉陽明 吳敏智 葉淑芬 

姚秀珠 蔡幸娜 謝佳臻 張文彬 江濟中 江敬益 江敬瑜  吳宛霓 蘇靖雯 蘇庭儀 

蘇宥璇 卓文隆 彭昱嘉 陳隆恩 游志宏 賴淑慧  宋春男  陳委洳  劉論拱  富健兒  

田紹恩  郭芊妤  蕭亞倫  陳俞甄  吳慶芬  楊黃素欗  

 

2. 籍在人不在會員：共 180 名 

(服兵役、出國、旅行外地、長期臥病、一年以上未參加主日禮拜者) 

丁曉茹 尤梨香 毛韻嵐 王怡文 王蓓蒂 王憲宗 甘和勳 江昭桓 江淑芳 何月娥 

何秋子 吳千慧 吳永泉 吳幸珍 吳松霖 吳珮蓉 吳國禎 吳敏玲 吳淑芳 吳淑玲 

吳傑賢 吳慧玲 吳慧瑜 吳憲堂 吳靜惠 吳靜蓉 吳瓈緽 呂政義 呂慧玲 呂慧真 

李 婕 李子庭 李仁昇 李佳蒨 李信義 李恬蕙 李柏仲 李慶祥 李麗利 李麗雪 

沈玫汝 周丕蓉 周純敏 周溫庭 官玉霞 林仁傑 林佳欣 林宗穎 林美德  林竑達 

林泰祺 林素筠 林堅信 林淑桃 林雪玉 林瑞星 林瑞祥 林碧珠 林慧美 邵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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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英珠 姜瑾燕 施貝佩 柯丹青 柯麗琪 洪億玲 胡明惠 胡慶昇 高于涵 翁中亮 

張文華 張文雄 張育嘉 張映玉 張素貞 張麗玉 曹怡貞 曹怡琦 梁秀棉 梁健男 

莊學導 許一凡 許根源 許棟材 郭志鈺 郭阿汝 陳 環 陳 鶴 陳仁仁 陳月盆 

陳以理 陳以琳 陳玉姃 陳志宏 陳秀麗 陳怡君 陳怡欣 陳建中 陳美華 陳美達 

陳郁萱 陳恩惠 陳莉娜 陳雅之 陳瑞鳳 陳儒瑞 單 薇 游佳惠 游淑雯 黃子蓉 

黃東櫻 黃建三 黃義恭 黃競德 楊玉英 楊惠行 楊惠娟 楊瑞祥 葉庭豪 葉勝聰 

詹貴州 董基隆 廖慶祥 廖慶裕 劉文勇 劉明如 劉凱倫 劉凱琍 劉瑪琍 劉麗琍 

楊洪凌 歐陽宇  潘大立 蔡孟惠 蔡美娟 蔡娉盈 蔡瑤禎 蔡蕙歆 鄭妙君 鄭添田 

鄭曉玫 鄭曉瑰 黎俊鑒 盧盈秀  蕭文岳 蕭淨方 蕭雅國 蕭銘興 賴柳糸 賴逢春 

謝 競 謝文一 謝雅娟 鍾昌宏 簡綿綿 孫淑美 張 琳 游景雅 游惠茹 鄭伊君 

張美華 林宜臻 周閱昌 朱麗玲 江怡臻 吳家宇 汪詩穎 林宜潔 林凱倫 洪榮宏 

張美英 張筑涵 許家瑋 郭思漢 陳文郁 彭碧如 鄭春山 顏玉郁 顏承雍 葉淑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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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本卷書的內容與重要性本卷書的內容與重要性本卷書的內容與重要性本卷書的內容與重要性：：：： 

整本聖經若捨去創世記，其他各卷就毫無意義可言。若捨去創世記，我們對一位造物
主上帝的認識就極其有限，且全然漠視宇宙的起源。它針對〝重大問題〞提出解答---

-我們人類來自何處?我們為何而來到世上?創世記是一本記載起源的書，「創世記」
希臘文的原意是〝起源〞（一：1）。它告訴我們除上帝以外萬物的起源，而且只提
到起源，沒有提到結局。上帝向人類一切未來的啟示都建立在這項真理上。 

 

●創世記的格式創世記的格式創世記的格式創世記的格式：：：： 
1.用說故事的方式教導真理。 

2.創世記的故事都非常富有人性。 

3.創世記的故事既感人又有尊嚴。 
 

●創世記的作者創世記的作者創世記的作者創世記的作者：：：： 

作者匿名。不過，新約聖經指出它是由摩西寫的，並且為後代的教會所公認。 
 

●本卷書的分段本卷書的分段本卷書的分段本卷書的分段：：：： 

1.世界的起源（一：1~25）。 
2.人類的起源（一：26~二：25）。 

3.罪的起源（三：1~7）。 

4.拯救的起源（三：8~24）。 
5.家庭生活的起源（四：1~15）。 

6.人類文明的起源（四：16~九：29）。 

7.世界萬國的起源（十~十一章）。 
8.希伯來民族的起源（十二~五十章）。 

 

●如何讀創世記如何讀創世記如何讀創世記如何讀創世記？？？？ 
按上述分段，創世記記載許多起源的故事，包括宇宙與罪的起源，而最重要的是上帝
致力挽回人的罪性的起源。創世記劃分成兩個主要的部份如下---- 

1.一~十一章作了一個概覽，表達人類社會的起源，包括亞當與夏娃、該隱與亞伯、
挪亞方舟、巴別塔……等，我們很熟悉的故事。在這裡面，有一些字眼含有重要的意
義，必須慢慢地讀，熟慮深思地讀，因為雖是一小段的故事所發生的事情，卻反映未
來許多世紀的事件，例如：亞當與夏娃的犯罪，因著他們的原罪，成為一種違逆上帝
的表徵。 

2.十二~五十章敘述唯一的一個家族各種不同的故事。這些故事的步調雖然冗長，卻
表達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的人格。這些父子先輩們充滿許多的錯行與變
數。看見他們的人格，我們就可嘗試瞭解到上帝對他們每一個人的計畫是如何----通
過他們，上帝一心一意要恢復這整個被罪玷污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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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9/17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憐憫之屋 

聖經：約翰福音 5:1-9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38人 

9,460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6人 

3,341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 102教室 
 
出席 

8人 

迦勒小組～11:00於 101教室 15人 

多加小組～11:00於 107教室談心園  9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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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音樂發表會 

恩惠小組～14:00本堂 102教室  出席 參加音樂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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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暫停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11、學生 15人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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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盼望小組～9:00 

於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出席 7人 

約書亞小組～13:30於禧年館  出席 11人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22人 

   出席 ― 

9/20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 102教室  出席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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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9/21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37人 

9/22拜五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8人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8人 

9/23拜六 

早禱會 09:00 本堂 100副堂  出席 6人 

基要真理班 13:00 禧年館(第四期 6/24結業，近期開課)  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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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9/10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7人；主日奉獻 5,71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