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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 日 

    國際基甸會國際基甸會國際基甸會國際基甸會    
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    

                              主後 2017 第 39 週 

 

 

 

 

 

 

 

 
 
 

 

 

 

 

9/24 創世記 07 章 9/28 創世記 11 章 

9/25 創世記 08 章 9/29 創世記 12 章 

9/26 創世記 09 章 9/30 創世記 13 章 

9/27 創世記 10 章 10/1 創世記 14 章 

 
 

 

 

 

 

 

 

5 下主日 10/1舉行執事提名投票 

5 下主日定期長執會議 

5 本會訂 10/15(主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 

5 獎助學金 9月底申請截止 

5  10/12秋季敬老旅遊開始報名 

5 葉招治姐妹 9/22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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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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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救恩之道 

經文：詩篇 119:174 
提摩太後書 3:14-17 

下週信息：人遇見上帝，上帝眷顧人 

經文：創世記 16:1-15 
約伯記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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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鄭木榮長老           司琴：黃依文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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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疼世間人、2. 唱一首新的歌、3. 阮感謝你主耶穌、 

4. 天頂大開恩典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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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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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9:174；提摩太後書 3:14-17……………司   禮 

讚    美……………………我真愛聽主的故事 ……………………敬拜詩班 

講    道……………………「讀經：救恩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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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首 上帝所賜活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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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首 謳咾上帝萬福本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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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韶峰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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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羔羊、2. 將天敞開、3. 認定你、4. 在你呼召之地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詩篇 119:174；提摩太後書 3:14-17……………司   禮 

講    道……………………「讀經：救恩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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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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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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木榮 杜韶峰 王熙銓 胡瑞娟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黃依文 楊舒涵 陳莉薇 陳莉薇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郭桐志、吳炘憶 林玉緞、莊五妹 郭桐志、吳炘憶 陳翠娥、郭映麟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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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千鶴/ 

彭瑞旺、林淑氣 

田偉程/  
吉他:陳迦恩 

和聲: 撒拉弗敬拜詩班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楊舒婷 吳青峯 吳青峯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詹烜炎、楊明樹 ―― 許崑淵、詹烜炎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周惠美、廖純雅 周佩蓉 洪哲偉、陳美鳳 林惠萍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壯年小組/葉秀緞、莊五妹 多加組/周信義、林曾根 

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 

  

 活水小組 葡萄園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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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木榮/王秀蓮、郭桐志 王熙銓/林惠萍、杜韶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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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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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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9:174；提摩太後書 3: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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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讀經讀經讀經：：：：救恩之道救恩之道救恩之道救恩之道))))    

 

一、 序言： 
 

1. 禮拜堂祭壇上常年擺設這一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乃為獨一真神上
帝做見證，記載上帝永恆計畫的一致性。所以，聖經啟示的總歸是要我
們認識上帝、認識耶穌。 
 

2. 本主日是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 
 

3. 使徒保羅教導後進提摩太有關聖經的意義：聖經啟示上帝的性質及救恩
之道，這就是聖經的功能。 
 

 
 

二、 本論 
 

1. 有許多人不清楚為何讀聖經，只想在聖經裡找到所不應找的東西。 
 

2. 可能許多人所選擇聖經部份不適合自己的需要。 
 

3. 最後也是最要緊的理由，它牽涉到我們如何讀聖經。 
 
 
 

三、 結論 
 
已故前懷恩堂周聯華牧師認為聖經是一本一生享用不盡的好書，他說：「我
介紹你一本一生享用不盡的好書－－聖經。我的大半生，從 27歲開始直到今
天，天天讀它。每天有新的靈感，有新的幫助，我不能一天沒有它，因為它
是我心靈的糧食。」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聖經這一本世上最寶貴的經典在講些什麼？ 
2. 請分享聖經對你的得救的影響？ 
3. 你個人每日有否按照教會單獨會主靈修範圍的進度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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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是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國際基甸會奉獻主日 
歡迎該會理事余政道弟兄(前北區理事) 
及前葉會長蒞會報告及請安，請為基甸 
會事工代禱及奉獻。 

 
2.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 10/1舉行執事提名投票舉行執事提名投票舉行執事提名投票舉行執事提名投票 

 
3. 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 
下主日 10/1 下午 1:00 召開定期長執會
議，請所有長執同工致意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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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頁)。 

 
5. 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 9月月月月底底底底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本教會為獎助就讀公私立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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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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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第二階段報名︰開放 
60歲以下會友。 
 

7. 10/29全教會野外禮拜全教會野外禮拜全教會野外禮拜全教會野外禮拜 
宜蘭冬山河生態綠舟及傳藝中心，報名
辦法將刊登於 10/1週報，10/1 起開始報
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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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招治姐妹(范素鐘姐妹的母親) 9/22 蒙 
  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年 83歲，願賜 
  人平安的主安慰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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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曹怡悅姐妹公司贈送教會會議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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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總會總會總會 9/30(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上午舉行上午舉行上午舉行上午舉行連振翔傳道師連振翔傳道師連振翔傳道師連振翔傳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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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北中會庶務部台北中會庶務部台北中會庶務部台北中會庶務部 
為使教會小會與和會記錄標準化，舉辦教
會行政、書記人員(牧師、傳道師、小會書
記)，暨教會庶務人員(幹事)研習會案，請踴
躍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日期、地點：10/14
週六)9:20-12:50，大稻埕教會。 
 

3. 「「「「一領一一領一一領一一領一••••新倍加新倍加新倍加新倍加」」」」宣教運動宣教運動宣教運動宣教運動 
鼓勵兄姐踴躍參加，詳閱布告欄。 
A. 門徒培育研習會，時間：10/7(週六)上午

9:00-16:20，地點：大橋教會。 
B. 音樂及生命見證會，時間：10/21(週六)晚
上 7:30-9:00，地點：大稻埕教會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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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總會總會總會教會與社會部活動教會與社會部活動教會與社會部活動教會與社會部活動 
「貧窮人的台北-看見•聆聽•體驗•團結 

」活動，鼓勵兄姊踴躍參加，詳閱布告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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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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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3,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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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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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16,505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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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100元元元元(1/1-9/17)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聖經學院聖經學院聖經學院聖經學院 上週小計：15,92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DREAMDREAMDREAMDREAM敬拜團敬拜團敬拜團敬拜團 上週小計：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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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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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418元元元元(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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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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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音樂創作之路 陳偉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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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獻唱「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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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第二場禮拜由撒拉弗敬拜詩班主領

敬拜讚美，敬拜曲目：(1)全地都當向神
歡呼、(2)主我獻上生命給你、(3)求你為
我造清潔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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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本週暫停 
討論下一
季行事曆 

加拉太書 
第六章 

10/1 
行事曆 
計畫中 

行事曆 
計畫中 

行事曆 
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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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曉芳老師，10/1：秀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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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幸佑老師 
仲晴 

曉芳老師 
倍恩
宥恩 

10/1 
幸佑老師 
品新 

信欣老師 
珮伶
仲晴 

◆本週故事信息「智慧的所羅門王」由曉芳 
  老師主講，敘說聖經上描述神賜給所羅 
  門極大的智慧和廣大的心，如同海沙不 
  可測量。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和埃 
  及人的一切智慧 。 
◆本週的目標，希望小朋友能了解到所羅 
  門的智慧是從神而來，並相信神能帶領 
  我們做出聰明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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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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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生活中亦請各位家長利用時機， 
  培養小朋友禱告的習慣，使小朋友能夠 
  在禱告中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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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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7主日講章 

憐憫之屋憐憫之屋憐憫之屋憐憫之屋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 5:1-9 

    我們教會禮拜堂之美，其中之一就是在副堂大門口的右側〝實踐大誡命〞那
句標語，無論走出走入大門口都提醒我們靈性生命日日向前、日日向上不斷成長
養成憐憫的生命品格。請各位切記，你憐憫人是你身為基督徒生命的特徵。 
    本主日是聖經學院奉獻主日，聖經學院除了提供教會及團體作靈修場所以
外，也是長老教會松年大學的總校。聖經學院主要宗旨是從事教牧與信徒信仰培
育的聖工，也因此需要地方教會的奉獻支持及代禱。 
    耶穌在畢士大池醫治了一位患病 38 年的病患，這個事件的經過只有約翰福
音有記載，一定有它的目的。據說畢士大池是一位富有人所建造的池子，當中有
溫泉水流動著，它的池水具有醫治的療效，池水一搖動，最先進到池子裡面的人
一定可以得到醫治。也因此，池邊擠滿了各種類型疾病的患者，等候搶先下水得
醫治是可以理解的。〝畢士大〞的原意是〝憐憫之屋〞，許多人因為想要蒙憐憫、
得醫治，才來到這裡。在耶穌當代，畢士大池乃是人群雜沓、熙熙攘攘之地，很
多病患期盼來這裡遇到神蹟得醫治，時間應該是猶太人過住棚節的時候。 
    然而，若按照聖經所描述的景象來看，畢士大池名不符實，因為當池水搖動
時，人人爭先恐後、只顧自己、推擠他人，不管他人死活，結果那位患病 38 年
之久的人在池邊守候了半輩子的歲月，因為沒有人幫助他，未能得到醫治，轉而
求助於耶穌。這位患者告訴耶穌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幫我，把我放進
池子，等我正想下去，已經有人搶先下去了。」（約五：7）從這位患者告訴耶穌
說「已經有人搶先我下去了」這句話，是指什麼樣的人呢？我們猜想是那些輕度
病患的人，手腳仍然可以活動自如，或是身上帶著小病的人。結果，真正需要醫
治的病人，就像這位患病 38年的人反而無法在第一時間進到水池裡得醫治。「已
經有別人比我搶先下去了」雖是一句出於無奈地嘆息，卻道盡了這世上的無情及
社會的不公。 
    各位，〝憐憫〞的意思是以別人的存活與利益為優先考量，〝憐憫〞的極至
是自我犧牲。換句話說，〝憐憫〞就是先照顧別人，再考慮自己的需要。病患告
訴耶穌：「水動的時候沒有人幫我，把我放進池子裡……」，這句話表示畢士大
這地沒有一個有憐憫心的人，各人只顧自己。 
    約五：1~9這段經文是對人性做了最徹底的批判，並且對〝憐憫之屋〞的一
大諷刺，也許這個池子應該改名為〝冷漠無情之屋〞、〝缺乏人性之地〞，比較
恰當。公元 1991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緬甸領袖翁山蘇姬曾經說過：「人類最大
的敵人就是冷漠。」然而，近一個多月以來緬甸洛興雅（Rohingya）危機卻使她
身為人權鬥士的形象蒙塵，對自己所說過的話重重打一巴掌。 
    複雜的洛興雅問題可追朔當年洛興雅人為了在緬甸安家落戶，佔地為王，殘
忍屠村，如今緬甸人認為洛興雅人罪有應得。緬甸主要的佛教信仰，也與洛興雅
人的穆斯林信仰不合。翁山蘇姬在緬甸深具影響力，面對洛興雅難題不易解決，
但若真心想要解決還是可以的。掌有總理權位的政治領袖翁山蘇姬，理當團結國
家，卻放任緬甸軍隊迫害、屠殺及剷除異己。 
    翁山蘇姬在民主人權價值與現實政治兩造之間作取捨時，結果對前者保持冷
漠，反倒支持緬甸人惡待曾經惡待緬甸人的洛興雅人，使得大批難民潮逃到孟加
拉，造成國際問題。孟加拉自己雖貧窮及缺乏物資，基於人道仍設立邊界的科克
斯巴扎爾大難民營，收容了自 8月 25日以來自緬甸若開邦湧進的大約 38萬 9000
名洛興雅人。孟加拉當局更出動軍隊把外國救援物資運送到難民營。昔日的民主
鬥士，今日的暴君，難怪國際社會開始連署要求撤銷翁山蘇姬的諾貝爾和平獎。 
    還記得在九二一震災期間（集集大地震），社會各界及教會紛紛送物資到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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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去。我們總會在石岡、東勢及南投縣各災區設立關懷站，發放救濟品，工作人
員發現來領取的總是一些熟面孔，原來他們是來重複領取的。有些人雖住在災區
未必是受災戶，閒閒就來領救濟品，反而真正需要的人因屋倒人亡沒空閒、沒心
情來領救濟品。關懷站就針對這實際情況開會取得共識，光有愛心是不夠的，如
何做才能公平更重要，否則物資不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中，就失去關懷救濟
的意義了。許多時候，我們也看到這樣的例子，很多颱風災區的鄉里長非但沒有
發揮愛心及良心發放物資，自己還囤積物資，自私自利。憐憫應該是把物資做最
公平的分配，讓最需要的人得到最多的照顧。假若需要的人沒有得著比不需要的
人更多的照顧時，就失去了憐憫的意義。 
    其實，約翰福音是針對當日的猶太宗教強烈批判，因而透過畢士大池發生的
實例去批判猶太宗教不足之處。畢士大事件就發生在猶太教總部耶路撒冷城內，
而〝憐憫〞就是猶太教義之一。約翰福音指出這位患者患病 38 年，乃引用自申
二：14加以查考就可以明白：「自從離開加低斯‧巴尼亞，到過了撒烈溪的時候，
共有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從營中滅盡，正如耶和華向他們所起的誓。」
對於擁有摩西五經 Torah寶典、健全宗教組織制度、崇高的理念及願景的猶太教
來說，竟然讓人民迷失了 38 年，透過畢士大事件指桑罵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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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信徒仍舊擺脫不
了利慾之心，實踐不出來符合憐憫的好行為。約翰福音對這個宗教的無奈與悲嘆
藉著這位畢士大池邊長期病患的口中吐露了出來（約五：7）。 
    如今，憐憫的上帝透過人子耶穌來到世上憐憫人，祂說：「憐憫人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太五：7）主耶穌憐憫人是因為祂是憐憫人的主。耶
穌在世上所做的很多就是憐憫的工作，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
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太九：36）耶穌要我們憐憫人，是因為我們
是憐憫人的人。我們從耶穌身上學習到要主動去憐憫人，憐憫人也要有實際行動。
耶穌來到畢士大，從許多的病患當中發現這位患病 38 年的人的需要，就關心醫
治他。耶穌總是在尋找最需要的人。憐憫不是在錦上添花，也不是在做功德或慈
善救濟，而是從事一項永續的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幫助凡需要的人在得到幫助
之後能夠自己站起來。請注意，耶穌對得醫治的病人說：「起來，拿起你的褥子
走吧！」（太五：7） 
    陳清松執事在 6/10 小組之夜服事過程中因腦中風暈倒，行動及語言功能受
損，信徒卻發揮無比的愛心及憐憫之心，迫切為他禱告能盡快復原。我們教會是
一間充滿愛、憐憫及關懷的教會。士東教會牧會期間，我得以進到慈誠康復之家
去關懷住民。當時身為慈濟人的老闆娘，接納我進到他們當中去關懷探訪。新店
教會牧會期間，基於之前在慈誠的經驗，2012 年 8 月教會社區部樂意組成一個
關懷團隊進到屈尺愛慈恩典之家去關懷住民。在這四年服事恩典之家的住民，讓
我最感動的是我們秉持基督的愛去憐憫那些凡無以回報我們的人。 
    牧者挑戰我們教會成為一間有耶穌在那當中的〝畢士大池〞，成為一間〝憐
憫之屋〞，那麼我們就不能以只有我們在這地方做禮拜敬拜上帝為滿足，因為我
們教會的周邊，包括中寮社區、大三重地區充滿許多就像昔日患病 38 年的人一
樣亟需我們伸出雙手主動去關懷他們，急需我們以實際行動去到他們那裏去告訴
他們耶穌能夠醫治他們。我一直期待及禱告我們教會社區事工也能夠有像這樣的
關懷團隊出去到他們當中去做這樣的事奉，而且這樣的事奉也必須是做在那些無
以回報的人的當中，才是真正的憐憫。 
    末後，今日眾教會也必須以這個反省自己的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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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耶穌的〝畢士大〞一樣是〝憐憫之
屋〞，是上帝憐憫世界、為世人犧牲、服事人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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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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惠小組富爸爸住院時探訪 

探訪陳美鳳姐家庭 

2017/9/10 喜樂成長學園&烏克麗麗老師聯合音樂發表會 

2017/9/20 松年中心戶外踏青-大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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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短文靈修短文靈修短文靈修短文 
基督徒最為人詬病基督徒最為人詬病基督徒最為人詬病基督徒最為人詬病 8 種罪種罪種罪種罪症症症症    

     
    基督徒最為人詬病的是，自認為是「神所揀選的」，常常以高人一等的身份，
檢視他人所犯下的罪、批評論斷，卻忘了回頭看看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神的心
意。基督徒作家瑞秋（Rachel-Claire Cockrell）在 iBelieve 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基督徒常犯的 8 種罪。提醒你我常在基督裡自我省察、被主光照。 
1.自私自私自私自私/自義自義自義自義 
許多基督徒做善事、幫助他人，就好像是在積功德，巴不得別人知道，好留給他
人自己是個好基督徒的形象；甚至搶著做神的事工，希望能在神面前記下自己所
做的每一件善行。但神在乎的不是我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而是我們的內心和行
為背後的動機。 
2.愛國情操愛國情操愛國情操愛國情操 
聖經清楚地提到，耶穌的名將為萬國萬民所頌揚，所以，不要將單一政黨和愛國
主義與信仰和基督教的價值觀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有些政黨標榜基督教信仰與價
值觀，只是為了基督社群的選票，基督徒需要有屬靈的分辨力。 
3.恐懼恐懼恐懼恐懼/憂慮憂慮憂慮憂慮 
基督信仰有很大部分都在談論不要憂慮，要信靠神。恐懼和憂慮是缺乏信心的行
為。約翰壹書 4：18：「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愛是神的本
質，神愛我們、顧念我們，祂掌管一切，我們沒有什麼需要恐懼害怕的。兩個麻
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
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 10：29-31） 
4.驕傲驕傲驕傲驕傲 
驕傲是一種罪，許多基督徒往往沒有意識地犯下驕傲的罪，因為不知道它所表現
出來的具體行為是什麼。舉凡拒絕原諒他人、與親友或配偶有爭執時無法先道歉
的行為，都是驕傲的表現。不要忘記，耶穌是為我們的罪釘十字架、替我們而
死，我們需要將這種配不上的恩典，也擴及到饒恕傷害我們的人。 
5.貪戀貪戀貪戀貪戀/貪求貪求貪求貪求 
許多人明明口袋沒有足夠的錢，仍會不惜刷信用卡、預支現金，去購買最新款、
最昂貴的東西。財富本身不是一種罪，但若自己負擔不起，甚至需要負債度日，
卻仍跑去購買讓自己外在的行頭看起來時尚有型的東西，就是犯下時下所謂愛慕
虛榮的罪。我們應該時時檢視內在，試著問自己：我所買來的這些東西是為了向
他人炫耀，還是為了基督充實自己？若我所擁有的一切都被奪去，還會在基督裡
得著滿足嗎？ 
6.八卦八卦八卦八卦 
基督徒最令人不敢恭維、也是許多弟兄姊妹離開教會的原因，就是把肢體間弟兄
姊妹生活上所遭遇的難題和代禱的事項，於當事人不在時，當成八卦閒聊起來。
之後，開始注意當事人的一舉一動，當事人的一個眼神、言行、和舉止，都可被
影射成他們所認為的那樣，煞有其事。當我們對小組組員開始閒聊八卦其他弟兄
姊妹的代禱事項，害怕沒有參與其中會被排擠時，請記住以弗所書 4：29：「汙穢
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7.仇恨仇恨仇恨仇恨 
對所不了解的人事物，往往帶給我們恐懼的情緒，而伴隨著恐懼而來的是對造成
我們恐懼人事物的仇恨。無論是因恐懼或對傷害我們的人而產生的仇恨，都要警
醒，不要讓自己陷入罪裡而不自知。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
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約壹 3：15） 
8.論斷論斷論斷論斷 
基督徒最常犯的罪就是論斷他人。不要忘了，我們都是罪人，是神的恩典、和憑
著信心讓我們從罪惡中得著救贖。因此，在論斷他人之前，先站在他人立場、為
他人著想：若我是被論斷的那個人，心中做何感受？當我們能認知到自己的軟
弱，就更能體諒他人，存謙卑的心，避免因而犯下多重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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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9/24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讀經：救恩之道 

聖經：詩篇 119:174 

      提摩太後書 3:14-17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45人 

9,830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1人 

3,813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 102教室 
 
出席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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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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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生活講座 

恩惠小組～14:00本堂 102教室  出席 參加生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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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28人 

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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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約書亞小組～13:30於禧年館  出席 參加生活講座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6人 

 9/17生活講座  出席 60人 

9/27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 102教室  出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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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 

9/28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戶外踏青 42人 

9/29拜五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9/30拜六 

早禱會 09:00 本堂 100副堂  出席 本週暫停 

基要真理班 13:00 禧年館  出席 近期開課 

撒拉弗敬拜詩班 15: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參加 VOCAL研習會 

以勒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參加 VOCAL研習會 

DREAM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0人 

9/17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8人；主日奉獻 2,43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