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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 

    教育事工奉獻主日教育事工奉獻主日教育事工奉獻主日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臨時會員和會臨時會員和會臨時會員和會臨時會員和會    

                              主後 2017 第 42 週 

 

 

 

 

 

 

 

 
 
 

 

 

 

 

10/15 創世記 28 章 10/19 創世記 32 章 

10/16 創世記 29 章 10/20 創世記 33 章 

10/17 創世記 30 章 10/21 創世記 34 章 

10/18 創世記 31 章 10/22 創世記 35 章 

 
 

 

 

 

 

 

 

5 聯合禮拜後召開臨時會員和會 

5 本主日為總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5 下主日 10/22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 

5 以勒敬拜團選出 2018年新任同工 

5 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 11/4開課 

5 10/29全教會野外禮拜鼓勵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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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日 日 
聯合禮拜/教育事工奉

獻主日/臨時會員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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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神奉獻主日/小會 

◆11 月 7 日 二 
中會第四次議會：艋舺

教會 

◆11 月 11 日 六 2018 年度事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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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 日 

感恩節感恩禮拜(感恩 

見證 )/松年中心成立

十週年回顧與展望 

◆12 月 2 日 六 牧養會議 

◆12 月 3 日 日 
小組收割主日/待降節

第一主日/長執會 

   

 

本週信息：合一的事奉 

經文：申命記 10:12-13 
   以弗所書 4:1 

下週信息：不服老的迦勒 

經文：約書亞記 14:6-15 
箴言 20:29 

 

 

 



2017年 10月 15日(第四十二週) 

2 

 

聯合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鄭木榮長老           司琴：李宜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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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祂、2. 我們成為一家人、3. 我佇此、4. 我的上帝，全能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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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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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10:12-13；以弗所書 4:1…………… 司   禮 

讚    美…………………………先求祂的國……………………… 敬拜詩班 

講    道………………………「合一的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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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首 上帝的教會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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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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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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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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第一場

第一場第一場

第一場 9:00 
  

 第二場

第二場第二場

第二場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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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依文 王熙銓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李宜樺 ― 彭昱嘉 孫文宏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吳炘達、廖弓普 ― 周美桃、雷慧敏 林惠萍、陳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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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堅 

― 

謝惠聰/ 

楊月華、黃素蘭 

宋秀真/吉他:陳迦恩 
和聲:撒拉弗敬拜詩班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郭桐志 ― 吳青峯 吳青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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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映麟 周惠美、廖純雅 林恩潔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壯年組/葉秀緞、莊五妹 路得組 

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 

  

 活水、泉源小組 路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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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信欣/吳碧芬、陳清松 林忠堅/林玉緞、吳炘達 

 

 

 

 

 

 

 

 

 

 

 

 

                          

 

 

 

 

 

 

 

                            

 

探訪李麗利姊妹 

2017/10/8 第二場禮拜中頒發獎教會助學金 

活水、泉源小組於牧師館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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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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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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10:12-13；以弗所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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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事奉合一的事奉合一的事奉合一的事奉))))    
 

一、 序言： 
 

眾信徒藉著同心合一地禱告、提名選舉、藉著今日和會正式選出主的教會
新任期的長執，加入小會及長執會的領導團隊，帶領教會邁向使命。 

 

二、 本論 
 

1. 加爾文認為上帝的話語有三個面向：1.用肉眼看得見的道，即聖餐；2.
用說的道，即講道；3.用寫的道，即聖經。 
 

2. 上帝向人的呼召有三個類型：1.救恩的呼召；2.成聖的呼召；3.事奉的
呼召。這些呼召使一個人在主的教會裡經歷服事的喜樂。 
 

3. 《和修本》弗四：1~6 標示：「身體的合一」，《現修本》標示：
「教會的合一」。 
 

4. 建造教會的原則---弗四：11~12，四：7~8---基督興起各樣不同職份及
恩賜的人一起服事來建造教會，都必須建立在弗四：1~6 的基礎上。
教會先有合一，才能夠同工 

 

 

三、 結論 
 

事奉是屬靈生命的流露，全心委身，要求人的同心及向上帝的忠心。使徒
保羅活在世上的日子所剩無幾，仍以以弗所教會的事奉為榮，心繫與這間
教會合一同工服事主，蒙受祝福，死而無憾！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你我大家同屬一間教會，你曾否學習去欣賞和你不同的每一位信徒？怎看到別人

有與你不同的恩賜及觀點，幫助教會去完成上帝託付的聖工？ 
2. 聖靈怎樣賞賜眾信徒合而為一的心？ 
3. 在事奉主、服事教會這條道路上，我決意怎樣與牧師、長老、執事、區長、小組

長合一同工，興起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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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小會公告小會公告小會公告：：：：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 
依據 10/1 執事提名投票結果，小會
正式提名八位為執事候選人名單如
下：王幸雯、林恆欣、林晏如、徐金
蘭、陳建民、雷慧敏、 潘慧君、蘇錦
淑(依姓名筆劃排序)。 
◆王幸雯：曾任教育幹事、青少年輔導 
◆林恆欣：曾任主日學老師、青少契 
          輔導 
◆林晏如：曾任詩班指揮、教會司琴 
◆徐金蘭：曾任執事、第三牧區區長 
◆陳建民：曾任詩班副班長 
◆雷慧敏：曾任執事、詩班班長、 
          青少年輔導 
◆潘慧君：曾任敬拜團團長、小組長、 
         青少年輔導 
◆蘇錦淑：曾任執事、詩班班長 

 

2. 小會公告小會公告小會公告小會公告 
本會訂本主日上午 9:00 聯合禮拜後
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選部份長執：2
名長老、4名執事。具備長老候選資
格名單(曾任兩任執事八年的事奉)：
呂季芳、吳長榮、周美桃、林信全、
林仁堅、黃漢勇、詹烜炎、廖玉雲、
雷慧敏。 

 
3. 本本本本主日主日主日主日為為為為總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總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總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總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請為總會教育事工奉獻與關心代禱。 
 

4. 10/22舉行舉行舉行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重陽敬老會主日重陽敬老會主日重陽敬老會主日 
本會訂於下主日 10/22舉行重陽敬老
會主日，會中將贈敬老禮金給 70 歲
以上的松年兄姊。名單若有遺漏者請
聯絡冠儀幹事。 
95足歲：柯丹青 
91足歲：葉大妹、林生賢、劉林翠霞 

  87足歲：黃鄭網、陳耀永、楊黃素欗 
          秦之喜 

86足歲：劉文連、詹淑美 
85足歲：李麗利、吳碧雲、劉論拱 
83足歲：潘寶珠、粘秋貴 
82足歲：梁美珠、廖嘉松、江王屘 
        江王屘 

  81足歲：鍾俊姬、林美德、吳慶芬 
  80足歲：林泰啟、歐  玉、林陳笑   
 

 
  79足歲：張陳市、游美瑕、黃愛玉 
          葉淑蘭、吳介元、宋春男 
          廖高輝 
  78足歲：熊慶春、蕭月英、曹正義 
  77足歲：蘇銀花、姚秀珠、施姬美、 
          潘英珠 
  76足歲：林長本、林明德 
  75足歲：章  時、謝美智 
  74足歲：李武雄、富健兒、蔡政淵 
  73足歲：丁國雄、林志芬、林劉麵、 
          何武清、陳惠珠 
  72足歲：周信義 
  71足歲：吳世平、謝  好、陳吉華、 
          陳淑惠、楊洪凌 
  70足歲：林曾根、潘秀枝 

 
5. 以勒敬拜團以勒敬拜團以勒敬拜團以勒敬拜團選出選出選出選出 2018年新任同工年新任同工年新任同工年新任同工 

10/7(週六)舉行 2018年新任同工改
選，以投票方式選出團長：林瑋，
副團長：吳碧芬，設備組長：吳啟
男，請兄姐為新任同工的委身事奉 
代禱，求主加添心力給他們。 
 

6. 第五期基要第五期基要第五期基要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真理班將於真理班將於真理班將於 11/4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訂 11/4(週六)下午 1:00-3:00在禧年館
開課，共 12 課分六次上課，歡迎欲
接受成人洗禮或堅信禮者及慕道友
報名上課，請儘快向冠儀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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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踴躍鼓勵踴躍鼓勵踴躍鼓勵踴躍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地點：宜蘭冬山河生態綠舟及傳藝中
心，時間：2017/10/29(主日)上午 7:30-
19:00，請填寫報名表，或網路報名：
https://ez2o.com/1Xu96，並繳交費用
給冠儀幹事，報名才算完成。請信徒
兄姐帶全家大小踴躍參加。 
 

8. 11/12(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舉行第六次聖禮典舉行第六次聖禮典舉行第六次聖禮典舉行第六次聖禮典 
欲接受洗禮或堅信禮者，請向幹事報
名。 

 
9. 2018年全教會事工研討會年全教會事工研討會年全教會事工研討會年全教會事工研討會訂訂訂訂

11/11(週週週週六六六六)在台灣神學院在台灣神學院在台灣神學院在台灣神學院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請所有長執、各單位首長、各牧區 
區長及小組長、神學生務必出席。 
為製作事工研討會手冊，請各部部 
長將今年度各部事工報告及明年度 
(2018年)事工計劃在 10/31以前，將 
打字好的資料交給冠儀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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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繳交各牧區小組小組長人選名單繳交各牧區小組小組長人選名單繳交各牧區小組小組長人選名單繳交各牧區小組小組長人選名單 
請牧養團隊各牧區區長儘快將明年
度各小組小組長名單交給牧養部部
長鄭木榮長老。 

 
 
 
 
 

1. 請信徒兄姐為本主日召開臨時會員
和會所選出新任長執同心合一的事
奉代禱。 

2. 請為本會出身神學生林凱倫同學這
學期在七星中會百福教會實習事奉
得力代禱。 

3. 肢體代禱：  

住院中：林仁真(林信全執事父親) 
在家靜養： 
陳義春(陳莉薇姊妹父親)、陳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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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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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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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教會北大教會北大教會北大教會本本本本主日下午舉行劉安澤傳主日下午舉行劉安澤傳主日下午舉行劉安澤傳主日下午舉行劉安澤傳
道師封牧暨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道師封牧暨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道師封牧暨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道師封牧暨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
恩禮拜恩禮拜恩禮拜恩禮拜 
北大教會本主日下午 3:30舉行劉安
澤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第一任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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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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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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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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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總會教會與社會部活動總會教會與社會部活動總會教會與社會部活動總會教會與社會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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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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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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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7年年年年 The Right未婚社青聯誼未婚社青聯誼未婚社青聯誼未婚社青聯誼 
由中會聯合舉辦-貝斯特的幸福追
尋？歡迎 25-40歲適婚青年踴躍報
名參加，詳閱布告欄，時間：10/21-
22(週六-日)，地點：新竹聖經學
院。 
 

7. 北中松年部舉辦北中松年部舉辦北中松年部舉辦北中松年部舉辦 2017年度重陽節感年度重陽節感年度重陽節感年度重陽節感
恩禮拜恩禮拜恩禮拜恩禮拜 
日期：10/27(週五)上午 9:30，地
點：馬偕紀念醫院九樓大禮堂，
10/16 報名截止，詳洽林志芬長老 
 

8. 2017銀光好聲音重陽敬老音樂大賽銀光好聲音重陽敬老音樂大賽銀光好聲音重陽敬老音樂大賽銀光好聲音重陽敬老音樂大賽 

由台灣老人急重症基金會主辦，歡
迎 65歲以上松年兄姐踴躍報名，詳
閱布告欄。 
 

9. 2017國家祭壇國家祭壇國家祭壇國家祭壇招募服事同工招募服事同工招募服事同工招募服事同工 

11/4(週六)11:00-17:00 由全國禱告網
絡協會舉辦國家祭壇，需要 10位服
事同工參與，請向徐金蘭執事報 

名，服事時間為 08:00-17:00。 

◆地點：新莊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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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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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185,600元 
 
�禮拜奉獻禮拜奉獻禮拜奉獻禮拜奉獻 上週合計：14,7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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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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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2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26,2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5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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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800元元元元(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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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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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418 元元元元(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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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 

誰來午餐： 
松年一家親之大家
逗陣來唱歌 

潘茂涼老師 
敬邀松年 
牧區 

10/26 音樂創作之路 陳偉益老師 
「誰來午餐」之「大家逗陣來唱歌」 
10/19 潘茂涼老師要來松年中心教阿公阿
嬤唱歌了！歡迎所有兄姐逗陣來唱歌，並
共進午餐。潘老師教唱時間︰10:20-11:40。
地點︰二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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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保守建民兄及淑彩姊，出遊愉快。 
2. 請為了接下來詩班將要改選 2018 年的

同工代禱，求主親自揀選。 
3. 近期會積極練習聖誕節的讚美曲目，求

主紀念每位同工的擺上。 
4. 下週獻唱：願我能愈愛祢，我主基督。 
5. 和會結束請大家在主堂會後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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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 第二場禮拜由撒拉弗敬拜詩班主
領敬拜讚美，敬拜曲目：1. 齊來敬拜、2. 我
願為你去、3. 我一生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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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聯合禮拜 
暫停聚會 

聯合禮拜 
暫停聚會 

加拉太書 
(七) 

主理:語唏 

10/22 

主題  
「你們怎
麼看我」 
主理:韶峰 

人際關係 
系列-我怎
麼放過他 
主理:敬瑜 

加拉太書 
(八) 

主理:于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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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智媖老師，10/22：銘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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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秀真老師 
紹祈 熙銓校長 

凱睿
宸鈞 

10/22 
幸佑老師 
仲騏 佩蓉老師 

紹祈
胤銘 

◆本週故事信息主講[貪心的亞哈王]，說明 
  亞哈為自己的享受有更大的安排；為著 
  達到這種目的，便要別人背棄良心和神 
  的話語來滿足他的願望，這就是貪心和 
  自私。 
◆本週課程目標：期望在上完課後，小朋友 
  能為神所賜的事物，獻上感恩。也在本週 
  與人分享一件自己所擁有的事物。 
◆睽違三年的全教會野外禮拜，今年地點 
  選在宜蘭冬山河生態綠舟及傳藝中心， 
  時間為 10/29(主日)上午 7:30-19:00，主日 
  學邀請每位老師都能撥空參加，一起在 
  山青水秀的原野，帶領小朋友敬拜神。 
 
社區活動社區活動社區活動社區活動 
好吃好玩的電鍋菜教學開班了，2017/11/7-
2018/1/23 每週二上午 9:30-11:30，全期 12
堂課，名額 20 名，歡迎會友邀請一位會外
朋友參加，兩兩報名，完全免費。意者請向
林冠儀幹事報名，詳情請見公佈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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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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8主日講章 

為福音傳福音為福音傳福音為福音傳福音為福音傳福音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 28:16-20 

馬可福音 6:7-13 

    我們教會禮拜堂之美，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教會禮拜堂門面顯示教會名

稱的那盞投射的燈光，表明主耶穌是真光，祂告訴我們是世上的光，也就是

說教會是世上的光，透過教會宣揚真光耶穌基督已照亮在黑暗世界當中。 

    什麼是「福音」?有關耶穌基督的拯救。什麼是「傳福音」? 宣揚耶穌

基督的拯救。傳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受召的本份，正如保羅所說的：「這傳

揚的責任是按著上帝我們救主的命令交託了我。」（提多書一：3）耶穌說：

「你們要去，使萬民……」（太廿八：16~20），耶穌要我們在他人成為基

督徒以先，先出去傳福音。耶穌差遣十二個使徒兩個兩個出去傳福音，叫人

悔改（可六：7~13），耶穌要我們在他人悔改信耶穌重生得救以先，先出去

傳福音。 

    那些人是福音拯救的對象?那些人是我們傳福音的對象?傳福音事工主

耶穌看作如此要緊，需要人人在背後用禱告托住傳福音的事工以外，也必須

委身成為傳福音使者，行在各人的生活圈當中。主的大使命讓我們教會看見

共同的異象：上帝不願一人沉淪，乃要萬人得救。 

    傳福音未必開口閉口都是「耶穌」或「上帝」，但因著你是跟隨基督的

人、你是教會，所以隨時隨處跟你接觸的人，就因為你的言行舉止有基督的

樣式而認識主，蒙受祝福。我們重新教會設立在此六十週年，乃為著福音的

緣故，在大三重地區與在普世成為傳福音的教會，當我們一直朝著這個宏大

的目標邁進時，這是很令人興奮的！當我們思想哪些人是福音拯救的對象

時，我們不斷地聽見耶穌的呼召：「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19節）。 

    首先，“萬國萬民”是指包括當日除了猶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從整

本聖經顯示上帝的心意期待外邦人的福音化。 

    當我們傳福音以自己為主動時，就是「由親而疏、由近而遠」這八字訣，

從我們家族的親人及周邊的鄰人傳起，直傳到普天下的人的策略。然而，傳

福音其實是以主耶穌基督為中心，也就是「由疏而親、由遠而近」這八字訣，

為要把與上帝關係疏遠的人、帶來親近主。 

    請注意馬太福音第一章記載有關耶穌的家譜裡，共有三位外邦的婦女：

他瑪、喇合、路得（3、5 節）。這些外邦婦人成了彌賽亞世系的一部份，

表示外邦人得以成為彌賽亞的屬靈後裔。所以，來到馬太福音的最後，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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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吩咐我們「大使命」，是要我們使萬國萬民所有的外邦人來作祂的門徒。 

    上帝已息了葉招治姐妹在世上的勞苦，她的受洗靈魂得救最觸動人心，

她也是上帝在今年加添給我們教會得救的果子！悔改歸主是聖靈的工作，

我深信是聖靈的催迫素鐘姐妹把握時間及有智慧去傳福音給母親，帶領母

親決志，讓主得著母親的靈魂歸主。 

    昨天我看到一個畫面，就是在葉招治姐妹安葬禮拜結束出來時，吳長老

鼓勵素鐘的大哥抓住主、跟隨主，吳長老把握這個第三次與素鐘的大哥見面

情誼的機會向他傳福音，這就是個人傳道或友誼佈道！那些很快可能會成

為上帝的兒女的人，需要我們每一個人推他一把！ 

    教會節期每年聖誕節後接著主顯節，紀念主耶穌出現在外邦人當中，外

邦人的拉丁文字是“paganus”，意思是不文明的鄉下人。在耶穌當代羅馬

帝國殖民時期，它是指那些凡信仰民間宗教或迷信的的草根民眾。對猶太人

來說，它是指那些化外未受割禮的人。 

    馬丁路德有一位與他志同道合同信仰的朋友，也是一位修士。馬丁路德

和他的修士朋友兩人相互約定，馬丁路德要參加宗教改革的運動，他的朋友

留在修道院，用禱告來支持馬丁路德。有一天晚上，他的朋友做了一個夢，

看到像世界一片廣大的稻田，只有一個人孤單的在收割，簡直是一個不可能

卻又令人痛心的工作，他看到那個收割這竟然是馬丁路德，頓時明白，他

說：「我要離開這隱居的修道院，進入未信的世界參加收割。」 

    我們得救了的人若不去傳，就是殺人的兇手，就是叫許多靈魂活活地下

地獄。所以保羅才說：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九：16）。 

    其次，主的命令我們使“萬國萬民”都成為門徒的另外一個意義，是福

音必須傳揚到普世，使世上各國、各族群的人都能歸信基督，來到上主的寶

座前敬拜祂。 

    請看耶穌剛出來傳道時，雖然來到猶太會堂宣讀彌賽亞的預言已經按

照會眾所聽見的應驗了（路四：16~19），但耶穌的意思是宣佈祂身為彌賽

亞來到世上，也要拯救包括所有外邦人在內的眾人類。結果，這樣的舉動大

大激怒了猶太群眾，計謀要殺害祂。可見，猶太人的救贖觀是極為狹隘的。 

    旌旗教會蕭祥修牧師 10/3與參加受訓的友會牧者在中午午餐時段分享

時，說他們教會現在主要的使命是植堂，大量植堂，在台中地區就有八、九

間分堂，以及植堂在全台各地，植堂在中國大陸、東南亞及世界各地。蕭祥

修牧師遵照神國大使命的藍圖使“萬國萬民”成為基督門徒的異象拓展國

度，上帝不斷倍增繁衍祂自己的教會。 

    各位兄姐，福音不是只侷限在某一國家或某一族群，福音是超越族群，

跨越邦國的。今天，福音可說是傳遍天涯海角，基督的身體教會就設立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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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這就是在實踐主所吩咐使萬國萬民都成為門徒的大使命。 

    最後，我要分享主耶穌除了大使命的命令以外，祂也命令所有傳福音使

者在生活中所應該有的態度如何（可六：7~13）。 

    我們先從傳福音的人這個角度來看，耶穌不要我們為現世物質的享受

而掛慮，雖處任何不同的生活環境與條件，或是好、或是壞、或是貧、或是

富、或是貴、或是賤，都要隨遇而安。從使徒保羅的身上，我們看見，傳福

音是為著福音本身帶給人的好處而傳福音的，不是為了任何酬勞利益而傳

福音。接著，我們從接受福音的人這個角度來看，耶穌要我們有責任照顧傳

福音的人的生活起居，提供他們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以及精神方面的支

持，使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能全心委身於傳道事工。 

    記得我小時候曾看過逐家佈道工作者到鄉下傳福音的情形，使我印象

深刻！當他們來到某鄉里一個教會定點，在當地逐家傳福音時，他們自己準

備了大量的福音單張。他們大部份的時間很少說話，這可能跟你我所認知福

音談道的方式不同，只靜靜地逐家分發福音單張。當他們來到信徒兄姐的家

庭，一住也許就是好幾天在該地區挨家挨戶地分發福音單張，要不然就是一

連去到好幾個家庭住的時候，就在那周邊地區逐家分發單張。那時候的信徒

很單純，都盡情款待，而那些佈道者只要有信徒家庭接待的話，就隨遇而

安，一心為要將福音的好處傳給未信者。 

    每一位主的門徒都從主耶穌領受了大使命去傳福音領人歸主，受洗成

為基督徒的職責。傳福音的方法有廣義的、有狹義的。廣義的傳福音乃在這

無惡不做的世代中通過好行為為主作光作鹽，這是無言無語的傳福音。狹義

的傳福音乃經由你的口去講論耶穌及耶穌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給人聽。廖

明發牧師說今日最缺乏為主作見證。也許有人會說自己不太會用口傳，那就

用腳跟手傳啊，無論走到哪裡就分發給人福音單張、耕心週刊或聖經到哪

裡。牧者挑戰我們教會明年 2018年全教會更多傳福音、更多為主作見證，

成為我們教會文化的就是傳福音、作見證。 

    在中國抗戰期間，在東北的火車上有一位基督徒小販，常常用自己的方

法傳福音給人。他總是問旅客三個問題，首先問說：「買些什麼？」旅客通

常只是搖搖頭。接著，他問說：「往哪裡去？」旅客通常不太友善地應付一

下。最後，他問說：「我們死後要到哪裡去？」旅客沒有回答，卻驚訝地注

視他，直到清醒過來之後，有些旅客會跟他談論人生及信仰的問題，即連沉

默以對的旅客也會隨時思考這個問題：「到底我死後要到哪裡去？」 

    耶穌來到世上傳道，許多宣教是跟隨耶穌來到台灣傳福音，使許多人得

救，並興起主的教會，繼續承接傳福音的大使命，拓展上帝的國度。福音既

是上帝的大能，為要拯救一切失喪的人，使生命不致沉淪。那麼，基督福音

的大使命唯靠你我每一位主的門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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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敬拜敬拜敬拜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短文短文短文短文 
     

建立靈修敬拜生活建立靈修敬拜生活建立靈修敬拜生活建立靈修敬拜生活--------敬拜六法敬拜六法敬拜六法敬拜六法    
 

門徒生活的重要表徵，就是要有穩定的靈修敬拜生活。而建造門徒式教會，一
定要強調信徒的靈修敬拜生活。過去教會所推動的靈修、晨更，大半著重在讀
經。其實，靈修最重要的內涵應該是敬拜。 
  
以賽亞書第六章 1-11節描述先知的蒙召，但其過程也是敬拜的典範。我們可
以從中學習敬拜的六個程序，並以此模式來敬拜親近上帝。 
 
一一一一、、、、轉移心境轉移心境轉移心境轉移心境‧‧‧‧朝見上帝朝見上帝朝見上帝朝見上帝 
敬拜的第一個程序是「轉移心境、敬拜上帝」。當烏西雅王駕崩，人們所仰望
的人間寶座失去君王，這時，以賽亞來到聖殿，看見上帝「坐在高高的寶座
上；祂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以賽亞書六：1）敬拜的第一個行動，就是
轉移眼目，從世界的寶座轉向上帝的寶座，來朝見上帝。 
  
二二二二、、、、全人投入全人投入全人投入全人投入‧‧‧‧頌讚上帝頌讚上帝頌讚上帝頌讚上帝    
敬拜的第二個行動是「全人投入、頌讚上帝」。以賽亞看見上帝的寶座，他也
看見寶座四周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
腳，兩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祂的
榮光充滿全地！」（以賽亞書六：3）天使把尊貴的臉、卑賤的腳遮住，全人全
心單單敬拜上帝，我們也當如此敬拜。 
 
三三三三、、、、潔淨自己潔淨自己潔淨自己潔淨自己‧‧‧‧親近上帝親近上帝親近上帝親近上帝    
以賽亞朝見並頌讚神聖聖潔的上帝，但他立刻察覺並承認：「禍哉！我滅亡
了！」（以賽亞書六：5）上帝就立刻赦免潔淨他，使他得以親近上帝。因此，
敬拜的第三個行動是「潔淨自己、親近上帝」，認罪悔改，並領受恩典。 
  
四四四四、、、、專注傾心專注傾心專注傾心專注傾心‧‧‧‧靜聽上帝靜聽上帝靜聽上帝靜聽上帝    
以賽亞親近上帝，就聽見上帝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
賽亞書六：8）上帝今天仍然對祂的子民說話，而上帝說話最通常的方式就是
藉著聖經。敬拜的第四個行動就是禱讀聖經，讀讀禱禱、禱禱讀讀。 
  
五五五五、、、、靈敏回應靈敏回應靈敏回應靈敏回應‧‧‧‧順服上帝順服上帝順服上帝順服上帝    
當以賽亞聽見上帝說話後，他靈敏地回應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賽
亞書六：8）你可以用幾個問題來回應上帝的話：「有什麼真理我必須信服？有
什麼命令我應該遵守？有什麼榜樣我可以學習？有什麼警告我應該注意？有什
麼應許我可以抓住？」 
  
六六六六、、、、懇切禱告懇切禱告懇切禱告懇切禱告‧‧‧‧祈求上帝祈求上帝祈求上帝祈求上帝    
以賽亞接受差遣後，立刻懇切禱告求問說：「主啊，這到幾時為止呢？」（以賽
亞書六：11）在敬拜中明白上帝話語，回應順服上帝心意，當然就要禱告祈
求，以便在生活中落實上帝話語。禱告的操練可以從主禱文開始，把自己生活
中所需要代禱的情境，套入主禱文中來禱告。 
  
這六個靈修敬拜程序，不僅適合聚會敬拜，更適合個人靈修敬拜。你可以以這
個模式來操練敬拜靈修生活，教會也可以用這個模式來訓練信徒建立敬拜靈修
生活，以建立門徒式的教會。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夏忠堅牧師夏忠堅牧師夏忠堅牧師夏忠堅牧師----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秘書長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秘書長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秘書長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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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0/15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合一的事奉 

聖經：申命記 10:12-13 

      以弗所書 4:1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30人 

9,340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90人 

5,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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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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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恩惠小組～14:00本堂 102教室  出席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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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4、學生 16人 

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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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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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人 

   出席 ― 

1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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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三重聯合禱告會 

恩慈小組～20:00本堂 100副堂  出席 參加三重聯合禱告會 

10/19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敬老旅遊 81人 

10/20拜五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10人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5人 

10/21拜六 

早禱會 09:00 本堂 100副堂  出席 5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於 102教室(單週聚會)  出席 6人 

基要真理班 13:00 禧年館 13:00(第五期 11/4開課)  出席 ― 

撒拉弗敬拜詩班 15: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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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43人；主日奉獻 3,19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