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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 
    重陽敬老重陽敬老重陽敬老重陽敬老會會會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主後 2017 第 43 週 

 

 

 

 

 

 

 

 
 

 

 

 

 

 

10/22 創世記 35章 10/26 創世記 39章 

10/23 創世記 36章 10/27 創世記 40章 

10/24 創世記 37章 10/28 創世記 41章 

10/25 創世記 38章 10/29 創世記 42章 

 
 

 

 

 

 

 

 

6 小會公告上主日臨時會員和會長執選舉結果 

6 本主日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 

6 第三季財務檢帳 

6 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 11/4開課 

6 10/29全教會野外禮拜報名額滿 

6 2017年全教會事工研討會訂 11/11舉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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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 日 
重陽敬老會主日/第三

季財務檢帳 

◆10月 29日 日 全教會野外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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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事工研討會 

◆11月 12日 日 
第六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主日 

◆11月 19日 日 生活講座(四) 

◆11月 26日 日 

感恩節感恩禮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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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0日 日 

待降節第二主日/什一

奉獻主日/普世紀念聖

經主日 

本週信息：不服老的迦勒 

經文：約書亞記 14:6-15 
箴言 20:29 

下週信息：野地裡的花草 

經文：馬太福音 6: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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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會主日禮拜程序(第一場)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黃依文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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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使咱聚集做一夥、2. 主啲叫咱人、3. 透早去撒好種、    

4. 我真愛講這故事    

祈    禱………………聖詩第 332 首 耶穌，著記得我 ……………司   禮 

祈 禱 文…………………齊讀：人生晚年的祈禱……………………會   眾 

啟 應 文 …………… 交讀：老身保養好、信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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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14:6-15；箴言 20:29………………司   禮 

讚    美…………………願我能愈愛祢，我主基督……………… 敬拜詩班 

講    道……………………「不服老的迦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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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首 懇求上帝施恩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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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首 謳咾天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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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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會祈禱文敬老會祈禱文敬老會祈禱文敬老會祈禱文 
     

齊讀齊讀齊讀齊讀：：：：人生晚年的人生晚年的人生晚年的人生晚年的祈禱祈禱祈禱祈禱    
 

慈悲憐憫人的天父上帝，得祢揀選受恩的眾兒女，佇九九重

陽敬老節，同聚集佇祢的殿院舉行敬老會主日禮拜。懇求主

幫贊阮珍惜祢猶留落互阮的每一日、每一時刻久的時間。願

主充實阮逐人（ta̍k-lâng）人生的晚年，幫贊阮會通運用多多

年所累積的知識(chai-bat)來幫贊別人。求主幫贊阮通過失敗

的經驗來安慰及鼓勵許個(hiah ê)失志挫折的心靈。此時，阮

欲特別懇求上帝幫贊阮會通善用（gâu iōng）有限的人生來干

證祢救贖的福音，總是求主幫贊阮避免因為年老墮落佇貧憚  

(pîn-toāⁿ)無作為的生活。若是有一日阮無法度閣工作的時陣

來到，願主也憐憫阮，免得拖累親人好友成作負擔。施恩的

主，懇求祢賞賜阮有愈親像(ná chhin-chhiūⁿ)日斜西山的彩霞

的晚年，顯明祢的智慧及仁愛，互祢歡喜，利益眾人。祈禱

奉靠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 

敬老會啟應文敬老會啟應文敬老會啟應文敬老會啟應文 

交讀交讀交讀交讀：：：：老身保養好老身保養好老身保養好老身保養好、、、、信仰好信仰好信仰好信仰好 

 

啟：老人身體自己顧，身軀無勇行無路。    

應應應應：：：：每日有工尚要緊每日有工尚要緊每日有工尚要緊每日有工尚要緊，，，，變作憨呆尚苦憐變作憨呆尚苦憐變作憨呆尚苦憐變作憨呆尚苦憐。。。。    

啟：好吃好睏閣好放，凡事感謝心輕鬆。    

應應應應：：：：需要服務著尋工需要服務著尋工需要服務著尋工需要服務著尋工，，，，榮光上帝利益人榮光上帝利益人榮光上帝利益人榮光上帝利益人。。。。    

啟：老人每日著謳咾，讀經吟詩常祈禱。    

應應應應：：：：著望基督作家主著望基督作家主著望基督作家主著望基督作家主，，，，真理刻刁佇心上真理刻刁佇心上真理刻刁佇心上真理刻刁佇心上。。。。    

啟：尊基督的心作心，疼主疼人疼鄉土。    

應應應應：：：：趁日時打拼服事趁日時打拼服事趁日時打拼服事趁日時打拼服事，，，，向望主賜福代代向望主賜福代代向望主賜福代代向望主賜福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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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會主日禮拜程序(第二場)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林惠萍執事           司琴：孫文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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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拉弗敬拜詩班 

詩歌讚美 ………………………………………………………撒拉弗敬拜詩班 

      1. 齊來敬拜、2. 我願為你去、3. 我一生的執著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約書亞記 14:6-15；箴言 20:29………………司   禮 

講    道…………………… 「不服老的迦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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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拉弗敬拜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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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9:009:00

9:00 

  

 第二場

第二場第二場

第二場 11:00

11:0011: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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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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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依文 林惠萍 吳世平 ―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彭昱嘉 孫文宏 楊舒涵 ―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周美桃、陳美鳳 廖弓普、陳  昕 吳碧芬、汪嗣軒 ―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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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于馨/ 

和聲:DREAM 敬拜團 

―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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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雪美、林恩潔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周惠美、廖純雅 林恩潔 ― ―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路得組 野外禮拜 

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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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忠堅/林玉緞、吳炘達 謝惠聰/蕭銘美、田偉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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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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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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14:6-15；箴言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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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老的迦勒不服老的迦勒不服老的迦勒不服老的迦勒))))    
 

一、 序言： 
 

1. 祝福敬老會所有七十歲以上的受敬者。人生七十才開始，七十歲以上
的是「少年的年長者」，八十歲以上的是「中年的年長者」，九十歲
以上的是「老年的年長者」。 

 

2. 台灣即將邁入高齡化社會，每七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老人。這一代的人
要對自己的晚年提早做預備！ 

 

3. 舊約信仰人物一位八十五歲的長者迦勒，仍是一位繼續追求成長的
人，他的心理年齡超越他的生理年齡。這從他的一句名言可以看出來
（書十四：11）。 

 

 

二、 本論 
 

1. 迦勒珍惜過去。現在的迦勒見證他過去是如何地窺探迦南地的英勇事
蹟。 

 

2. 迦勒展望未來。人生晚年的迦勒前頭仍有目標去奔跑努力，志在必得
（書十四：12）。 

 

 

 

三、 結論 
 

祝福所有長者越活越亮麗，越老越精彩。祝福你們像迦勒珍惜過去、展望
未來，去過一個不服老的世上生活。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面對世上最高齡化的台灣社會，台灣人民應當怎樣調整心態？教會應當怎樣因應？ 

2. 這位聖經所記載的信仰長者迦勒最令你印象深刻的風範是甚麼？ 

3. 人生進程：1~21 歲做人告訴你的，21~65 歲做你必須做的，65 歲以後做你想做
的。請分享你個人生涯規劃，退休後想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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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臨時會員和會長執選舉結果-
長老：林仁堅、詹烜炎；執事：王幸
雯、陳建民、雷慧敏、蘇錦淑，願主
幫助他們在新一任期事奉得力。新任
長執授職禮訂 12/31 主日禮拜中舉
行。 

 
2.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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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訂於本主日舉行重陽敬老會主
日，會中將贈敬老禮金給 70 歲以上
的松年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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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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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季財務檢帳季財務檢帳季財務檢帳季財務檢帳 
本主日下午 1:30進行教會財務、社
區牧區財務的檢查，請財務組及
2017年檢帳委員進行檢帳作業。 
◆檢帳委員：李武雄、林淑彩、林 
  秀芳、陳建民 

 
 
 

 
4. 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 11/4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訂 11/4(本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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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29 全教會野外禮拜報名全教會野外禮拜報名全教會野外禮拜報名全教會野外禮拜報名額滿額滿額滿額滿 
感謝兄姐踴躍報名，截至 10/15 報名
人數 168 已額滿，請勿再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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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報名的兄姐當天 7:30 於新北大
道三重醫院外集合，8:00 準時出發，
逾時不候。車次名單張貼於玻璃白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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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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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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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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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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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施柏綱弟兄與陳恩慈姊妹訂於
11/25(週六)下午 3:30在重新教會舉
行結婚禮拜，歡迎兄姐前來觀禮給
予祝福。若要參加晚宴者請於布告
欄登記人數，以利新人預備筵席。 
 

社區活動社區活動社區活動社區活動----電鍋菜教學歡迎攜伴參加電鍋菜教學歡迎攜伴參加電鍋菜教學歡迎攜伴參加電鍋菜教學歡迎攜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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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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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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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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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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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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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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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雙連教會雙連教會雙連教會雙連教會社會福利慈善服務社會福利慈善服務社會福利慈善服務社會福利慈善服務 20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感恩音樂會感恩音樂會感恩音樂會感恩音樂會 

邀請兄姐一起關心社會福利慈善服
務退動現況與未來展望，時間：
10/28(週六)上午 10:00，地點：雙連
教會 10 樓禮拜堂。 
 

8. 第第第第 12 屆蔡瑞月國際舞蹈節屆蔡瑞月國際舞蹈節屆蔡瑞月國際舞蹈節屆蔡瑞月國際舞蹈節 

以「228事件七十週年紀念」為主
題，時間 11/2-5(週四-日)，地點：
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台北市
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48 巷 10 號) 

洽詢電話：02-23625282*255 總會
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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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 

由總會主辦，主題：『生命之糧與
活水泉源』，時間：11/10-11(週五-

六)，地點：高雄中華電信訓練所，
歡迎主日學老師踴躍報名參加，詳
閱布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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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元 
    
�聯合禮拜獻金聯合禮拜獻金聯合禮拜獻金聯合禮拜獻金 上週小計：10,064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1,5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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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800元元元元(1/1-10/15)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北中教育事工奉獻主日北中教育事工奉獻主日北中教育事工奉獻主日北中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上週小計：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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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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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418 元元元元(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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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音樂創作之路 陳偉益老師 

11/2 欣賞生活中的美 林仁堅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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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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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詩班於 11/5 主日練歌後進行正副班長
改選，請同工以禱告的心、合一的
靈，選出適合人選。 

 

*有選舉權無被選者： 

 潘茂涼(指揮)、宜樺(伴奏) 

◆選舉規則： 
(1)一年內主日禮拜獻詩四次以上，且持續 

  參與練唱即具選舉及被選資格。 

(2)一人一票，最高票當選，需過半數，未 
  過半數，取票數前兩名，進行第二次投 

  票 。 

◆提早離席，請將剩餘票繳回現任同工， 
  不可替人圈選或勾選選票。 

◆班長連續 2 任，可休任一年，有選舉資 

  格，無被選資格，期滿後仍有被選資 
  格。 

3. 下週全教會生活營，禮拜讚美暫停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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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全教會野外禮拜，11/5 第二場禮拜
由撒拉弗敬拜詩班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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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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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全教會 

野外禮拜 

全教會 

野外禮拜 

全教會 

野外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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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銘美老師，10/29：宛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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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 
幸佑老師 
仲騏 佩蓉老師 

紹祈
胤銘 

10/29 宛霓老師 宛霓老師 新恩 

◆本週故事信息主講[約沙法組詩班打仗]， 

  說明約沙法在懼怕當中宣告禁食，迫切 

  禱告神。並設立詩班在軍隊前讚美神。結 

  果神使他們大獲全勝。 

◆全教會野外禮拜，地點在宜蘭冬山河生 

  態綠舟及傳藝中心，時間為 10/29(主日) 

  上午 7:30-19:00，屆時再麻煩有報名的老 

  師，一同在山青水秀的原野，帶領小朋友 

  敬拜神。 

◆兒童主日學預計2017/12/24(主日)上午禮 

  拜時間，帶領主日學小朋友一同至賣場 

  挑選自己的聖誕節禮物。幼稚班小朋友 

  若一同前往再麻煩家長陪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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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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5主日講章 

合一的事奉合一的事奉合一的事奉合一的事奉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申命記 10:12-13 

以弗所書 4:1 

    本主日是總會所訂教育事工奉獻主日。禮拜後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選

兩位新任期的長老及四位新任期的執事。眾信徒已經為著該項聖工同心合

一地禱告及提名選舉，今日正式選出主的教會的眾同工，加入在小會及長執

會的領導團隊裡，帶領教會邁向使命。牧者提醒各位，我們所信靠無所不知

的主基督，早已清楚知道要興起擔任新任長執職份的人。那麼，我們又為甚

麼還要選舉呢? 我們是在成就主基督對祂的教會的命定。牧者再次強調唯

有上帝祂在揀召工人，人只不過在選舉人選。整個和會選舉過程由禱告開

始，由禱告結束，聖靈上帝自己做主，所以我們不必驚訝上帝終究興起哪些

人來服事祂的教會。願主的旨意成就！ 

    本主日我們仍帶著渴慕上帝的道及渴望再次領受祝福進到聖殿來事奉

祂。我們滿心喜悅得以成為上帝家裡的人是多麼蒙福，每一個人在造物主上

帝的手裡受造都是那麼不一樣，是獨特的！因此，你我每一個人能夠在主的

家教會裡事奉祂，同樣蒙祂喜悅！ 

    今晨，無論是上帝所啟示的話語在這裡宣講，無論是會眾敞開心聆聽領

受祂話語的感動，都是盡心盡性事奉上帝！宗教改革者，也是長老教會的創

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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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徒每兩個月都有這樣的經歷；2.用說的道，即講道，信徒每主日都有這樣的

經歷；3.用寫的道，即聖經，信徒每一日從聽讀上帝的話語去經歷主。 

    上帝向人的呼召有三類：1.救恩的呼召：這樣的呼召使一個人的生命全

然轉變；2.成聖的呼召：這樣的呼召使一個人在生活中繼續向前，學像主耶

穌；3.事奉的呼召：這樣的的呼召使一個人在主的教會裡經歷服事的喜樂。

這些呼召都能夠使我們成為蒙福的人！ 

    使徒保羅在當時被囚在羅馬監獄時，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眾信徒再次提

醒他們事奉的恩召。保羅蒙召成為主的工人在他們當中長達三年之久是如

何地同心合一地服事主（四：1~3）。我請各位逐字逐節慢慢讀完整段以弗

所書四：1~6，就更能感受到保羅所要表達的心境――每一位信徒雖是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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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卻都連結於基督成為合一的共同體！弗四：1~6 這段經文《和修本》

的題目標示：「身體的合一」，《現修本》的題目更清楚標示：「教會的合

一」。 

    聖經講到以五重職事去建造教會都會引用弗四：11~12：「祂所賜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教會）」。我們換一個方式來說好了，基督興起牧師、長

老、執事、區長、小組長、小組同工一起搭配服事來建造教會。或者這樣說

好了，我們都不要講教會功能的頭銜，基督興起各樣不同恩賜的人一起服事

來建造教會（弗四：7~8），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弗四：1~6 的基礎上。總

之，教會必須先有合一，然後才能夠同工。 

    教會是整體的，每一個信徒都從聖靈賞賜不同的恩賜去服事，成為「上

帝同在的印記」。教會的合一不是突然間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每一位信徒都

必須努力的。通常在一般的團體裡，差異會導致分歧、分散，甚至分裂，但

主的教會不是致意那些分歧的東西（舉例洗禮到底是浸水禮、點水禮或灑水

禮才對），而是致意合一的東西，也就是保羅所堅持的――「惟有一個身體、

惟有一位聖靈、同有一個盼望、惟有一位主、一個信仰、一個洗禮、惟有一

位上帝……」（四：4~6，現修本）。 

    你我既然同屬一間教會，你曾否學習去欣賞和你不同的每一位信徒？

你是否看到了別人有與你不同的恩賜及觀點，是如何地幫助教會去執行上

帝的聖工？讓我們學習去享受肢體彼此之間互相效力使人得益處的方式！ 

    我請各位兄姐翻開週報第 3 頁下半處有本週及下週的「主日聖工服事

表」的名單，通常一般信徒很少會去注意這個表格。我的意思是每當我看到

某某人的姓名在各樣不同的事奉崗位上，主將你我每一個人擺在祂的教會

裡，一起事奉，彼此搭配，同樣經歷上帝國的生活時，那真是很奧妙、很感

動的合一！ 

    我想大部份信徒兄姐從副堂右邊通道這個動線走進去時，通常是走到

底向左轉上廁所，或許你可以先選擇向右轉看看右邊那間空間裡面的人在

做甚麼事?他們是教會財務會計出納長執在那裡處理教會的帳務，我們當中

沒有哪幾個人喜歡做那樣的事工，但他們卻盡心盡責地服事著，我們可以向

他們致意說：「辛苦了！謝謝你們的服事！」不要總以為那是牧師你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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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那是長執你該做的事，那是小組長你該做的事，否則你將失去教會合一

的心志。 

    事奉是屬靈生命的流露，全心委身，毫不保留！事實上，事奉不僅要求

人的同心，更要求人向上帝的忠心。凡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事奉，必使我們蒙

福！上帝不只在今生賜下百倍賜福，更賜下永生給我們，這實在是上帝的恩

典！雖然在服事的這條道路上的確很艱難，但這一切祂都親自記念！ 

    上帝所重用的僕人英國佈道家慕迪，在祂臨終前，面露笑容地地說：

「我看見天開了，主耶穌坐在上帝的右邊，祂展開雙手來迎接我了！」我盼

望這不只是慕迪的經歷，更是所有凡事奉主的人的信心與盼望！ 

    使徒保羅活在世上的日子也許所剩無幾，但他仍然以在以弗所教會的

事奉為榮，心繫和這間教會眾信徒一起同工服事主蒙受祝福的日子，死而無

憾！各位，你我每一個人都是主的身體的肢體之一，當肢體與主有生命的連

結，我們的言行舉止當與這活生生的關係相稱。使用上帝所給我們不同或特

別的恩賜來服事教會，建造教會，完成主託付的大使命，使我們教會成為一

間榮耀上帝的教會！趁著我們在世上有限的日子，當盡力事奉主，因為聖靈

已經在我們的生命裡得勝，因為聖子耶穌已經在祂的教會裡得勝，因為天父

上帝已經在這個世界裡得勝！ 

 

 

 

 

 

 

 

 

 

 

 

 

 

合一的服事 

彰顯神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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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0/22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不服老的迦勒 

聖經：約書亞記 14:6-15 

      箴言 20:29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聯合禮拜 173人 

10,064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人 

―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 102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迦勒小組～11:00於 101教室 本週暫停 

多加小組～11:00於 107教室談心園  本週暫停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本週暫停 

路加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本週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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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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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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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學生 10人 

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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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禮拜本週暫停 

盼望小組～9:00 

於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出席 聯合禮拜本週暫停 

約書亞小組～13:30於禧年館  出席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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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5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 1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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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 

恩慈小組～20:00本堂 100副堂  出席 5人 

10/26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53人 

1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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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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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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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1人；主日奉獻 4,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