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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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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 2017 第 44 週 

 

 

 

 

 

 

 

 
 

 

 

 

 

 

10/29 創世記 42章 11/2 創世記 46章 

10/30 創世記 43章 11/3 創世記 47章 

10/31 創世記 44章 11/4 創世記 48章 

11/1 創世記 45章 11/5 創世記 49章 

 
 

 

 

 

 

 

 

6 小會公告上主日臨時會員和會長執選舉結果 

6 本主日舉行全教會野外禮拜 

6 第三季財務檢帳報告 

6 第五期基要真理班將於 11/4(本週六)開課 

6 11/12(主日)舉行第六次聖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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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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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台灣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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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裡的花草 

經文：馬太福音 6:30-34 

下週信息：阮的日食今仔日給阮 

經文：申命記 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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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教會野外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吳世平長老     司琴：楊舒涵姊妹 

詩歌讚美 ……………………………………黃于馨/Dream 敬拜團 

1. 一切歌頌讚美 

2. 天父恩典真正大 

3. 耶和華祝福滿滿    

祈    禱…………聖詩第 332 首 耶穌，著記得我………司   禮 

聖    經………………馬太福音 6:30-34…………………司   禮 

講    道 ……………「野地裡的花草」…………………主   禮 

祈    禱 ……………………………………………………主   禮 

奉    獻……………………獻上自己 ……………………司   獻 

事工報告 ……………………………………………………司   禮 

祝    禱…………………………………………………林文良牧師 

    

〔第二部分〕  

 闖關活動…………………………………………………青少年牧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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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歌頌讚美》 

一切歌頌讚美 都歸我主我的神， 

你是配得歌頌與讚美。 

我們高聲呼喊 高舉耶穌之名  

哈利路亞！ 

讚美主 哈利路亞 哦！ 

讚美主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主 哈利路亞 哦！ 

讚美主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天父恩典真正大》 

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啲引導，  

無論風浪亦平靜，祂攏啲做伴。 

咱當算數祂的恩，日日用有剩， 

使災禍艱難變成歡喜，煩惱變福氣。 

祂的確引導 給咱恩典攏無息， 

開咱的心闊，平安福氣有這呢大， 

咱當讚美，開聲吟詩 給天地攏總相與歡喜。 

 

《耶和華祝福滿滿》 

田中的白鷺鷥，無欠缺甚麼， 

山頂的百合花，春天現香味。 

總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賞賜真福氣， 

使地上發芽結實，顯出愛疼的根據。 

耶和華祝福滿滿，親像海邊土沙， 

恩典慈愛直到萬世代。 

我要舉手敬拜祂，出歡喜的歌聲， 

讚美稱頌祂名永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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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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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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9:00)(9:00)(9:00)(9:00)    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11:00)(11:00)(11:00)(11:00)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林文良牧師 林凱倫神學生 

司司司司                禮禮禮禮    吳世平 ― 林信欣 王熙銓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楊舒涵 ― 孫文宏 陳莉薇 

司司司司                獻獻獻獻    吳碧芬、汪嗣軒 ― 王雪美、郭桐志 廖弓普、吳宛霓 

領唱領唱領唱領唱////和聲和聲和聲和聲    
樂器樂器樂器樂器    

黃于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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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青峯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王雪美、林恩潔 ―― 許崑淵、詹烜炎 ―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 ― 洪哲偉、陳美鳳 周佩蓉 

愛愛愛愛                餐餐餐餐    野外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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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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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惠聰/蕭銘美、田偉程 黃依文/王雪美、陳翠娥 

 

 

 

 

 

 

 

 

 

 

 

 

 

 

 2017/6/8 夏季敬老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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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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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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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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裡的花草野地裡的花草野地裡的花草野地裡的花草))))    
 

一、 序言： 
 

    本主日禮拜有兩件難得的事： 

1. 難得離開有屋頂的禮拜堂，來到沒有屋頂的「大自然禮拜堂」，直接
通天敬拜上帝。 

 

2. 難得已經三年沒有舉行野外禮拜，全教會把握本主日的機會來到新景
點宜蘭冬山河生態綠舟一起做禮拜。 

 

 

二、 本論 
 

1. 太六：24~34教導我們不要為明天或為將來憂慮，憂慮沒有用，將來
每一天的難處，只要交託給主，讓祂替我們安排解決。 

 

2. 請發揮我們的想像力，憧憬耶穌生活在當日巴勒斯坦加利利地區的周
遭景緻。 

 

3. 為什麼耶穌要我們仔細察看飛鳥、花草，並從牠們身上去學習呢？
（26、28節） 

1) 上帝看重天上的飛鳥與野地的植物，更看重我們的生命。 

2) 主耶穌清楚害怕及憂慮是世人的通病。耶穌的對策是要我們人類單純
地信靠上帝就好。 

 

 

三、 結論 
 

耶穌說：「你們看天空的飛鳥：牠們不種不收，也不存糧在倉裏，你們的
天父尚且飼養牠們！………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現，明天枯萎，給扔在火爐
裏焚燒，上帝還這樣打扮它們………」（25~31節）。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耶穌透過太六：24~34這段經文教導我們什麼樣的功課？ 

2. 請分享你個人目前有什麼樣屬世的難處和任何憂慮？ 

3. 耶穌要我們人類生活單純信靠上帝。那麼，要怎樣單純信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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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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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全教會信徒兄姐共 171 名來
到宜蘭冬山河生態綠舟舉行野外禮
拜，感謝青少年牧區帶領闖關活動，
下午將前往宜蘭傳藝中心遊覽，求主
保守我們出入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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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上主日下午 1:30 進行教會財務、社
區牧區財務的檢查，大致沒有問
題。惟會計科目誤植，及財務報表
加總有誤，立即修正。感謝檢帳委
員同工們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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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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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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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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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黃漢勇長老經營的肯諾尼亞選物餐
廳訂 11/5(下主日)下午 3:30 舉行開
幕感恩禮拜，歡迎兄姐參加見證上
帝榮耀，並給予祝福。 
地址：三重區重新路三段 115巷 18
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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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鍋菜教學電鍋菜教學電鍋菜教學電鍋菜教學報名額滿報名額滿報名額滿報名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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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報名 21位額滿，請報名者注意上課時
間，準時報到。若這次來不及報名的兄
姐，下次開班請提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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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方便又安心輕輕鬆鬆 
電鍋陪著好上菜 

重新教會 

    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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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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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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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兄姊踴
躍參加，一同為國家代禱。服事時
間為 08:00-17:00，請報名服事的 10
位同工預備心。 
◆地點：新莊體育館 

 
3.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四十週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四十週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四十週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四十週

年的神學反思年的神學反思年的神學反思年的神學反思 
由中會教社部主辦，時間：11/6(週
一)，地點：東吳大學城區部 5117
會議室，免費入場，歡迎踴躍參
加，詳閱布告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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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北中松年部聯合感恩禮拜北中松年部聯合感恩禮拜北中松年部聯合感恩禮拜北中松年部聯合感恩禮拜 
時間：11/17(週五)上午 9:30，地點：
馬偕醫院九樓大禮堂，歡迎松年兄姐
踴躍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報名洽
志芬長老。 
 

6. 北中婦女事工部第北中婦女事工部第北中婦女事工部第北中婦女事工部第 95 屆年會與幹部屆年會與幹部屆年會與幹部屆年會與幹部
就任感恩禮拜就任感恩禮拜就任感恩禮拜就任感恩禮拜 
時間：11/24(週五)上午 9:30，地點：
馬偕醫院九樓大禮堂，詳閱布告欄，
報名洽周美桃執事。 
第六十三屆部員選舉 9/28 假台灣女
子神學院舉行，周美桃執事當選西區
區長，林鐘蜜姐當選西區會計，請兄
姐為同工的委身事奉代禱，求主加添
心力給他們。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2017/10/22 重陽敬老會主日-70 歲以上長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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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48,9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5,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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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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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1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13,2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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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800元元元元(1/1-10/22)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上週小計：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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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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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418 元元元元(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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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11/2 聽電影說故事 吳秀英老師 

11/9 嚐咖啡、品人生 詹敬民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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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全教會生活營所以會前會後練唱
暫停一次。 

4. 下週讚美曲目：人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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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第二場禮拜由撒拉弗敬拜詩班主
領，敬拜曲目：展開清晨的翅膀，回應詩：
一顆謙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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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全教會 

野外禮拜 

全教會 

野外禮拜 

全教會 

野外禮拜 

11/5 

主題  

「你們怎
麼看我」 

主理:韶峰 

玩出 

好關係- 
展現熱忱 

主理:慧君 

加拉太書 
(九) 

主理: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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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宛霓老師，11/5：熙銓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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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宛霓老師 宛霓老師 新恩 

11/5 
幸佑老師 
紹祈 

智媖老師 
聿釗
沐恩 

◆本週故事信息主講[希西家病得醫治]，主 

  要在說明希西家 25 歲登基，在位二十九 

  年，不僅是個好王，也是傑出的改革家、 

  戰士、政治家、建築家、詩人和聖徒。他 

  一生堪稱是一位好君王，但卻也在病得 

  痊癒後，驕傲炫耀，膨脹自己，唯獨這件 

  事情失敗，足以為後世借鏡。 

◆本週課程目標在說出希西家值得學習之 

  處，也從希西家學到借鏡，克制驕傲，自 

  我警惕。 

◆今日野外禮拜，主日學師生在宜蘭的青 

  山綠水中，一起聆聽，分享，用詩歌敬拜 

  神，也用遊戲活動來凝聚，感謝教會同工 

  一切的安排與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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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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2 主日講章 

不服老的迦勒不服老的迦勒不服老的迦勒不服老的迦勒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約書亞記 14:6-15 

   箴言 20:29    

    首先，牧者要祝福我們教會敬老會所有七十歲以上的受敬者，在世上的

年日愈活愈有尊嚴，活得越長久越得到晚輩的尊敬。一想到老年人，就聯想

到箴言裡一句對照的智語：【台】「勇健是少年人的榮光；白頭毛就是老人

的體面。」【華】「活力是青年人的光榮；白髮是老年人的尊嚴。」（箴廿：

29）人生七十才開始，所以七十歲以上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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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法定 65歲以上就是資深公民，持有悠遊卡敬老卡免費點數。我在

士東教會牧會時，65 歲以上者就是敬老對象。今年我們教會使七十歲以上

的長者都成為敬老對象，因此 58位受敬者當中有 24位男性，34位女性，

很有意義！ 

    牧者用四個字來提醒我們眾兄姐：「愛老及老」，要愛一個年長者，也

當尊重他的老年，愛到最高點，心中有老人的境界，這就是古語所說的：「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這個古代具意義的倫理規範，已經逐漸被現代人所忽略

了！然而，我們這一代的中年人及年輕人當重視老年人，原因之一是大家都

會年老，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另外一個原因是，按照現況，台灣的人口出生

率、總人口成長率、總生育率均創歷史新低，我國人口老化的程度，為歐美

國家的兩倍；預估不出幾年，出生率將轉為負成長，台灣即將邁入高齡化社

會，每七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老人。因此，我們這一代的人對我們自己的晚年

的預備絕不可忽略！ 

    人愛長壽，不愛老，但老卻是長壽必經之道。所謂：「夕陽無限好，只

是近黃昏」，黃昏雖短，美景無限，總是帶給人們一絲惆悵。不過，夕陽不

是一天的終結，而是另一天的開始，這是上帝創造天地從第一天到第六天的

順序，「有晚上，有早晨。」（創一：5）一個年長者在世上真正的福份應

當是：「夕陽無限好，領我入黎明」。 

    我要透過敬老會主日和各位分享一位舊約信仰人物－－迦勒，雖是一

位八十五歲的老年人了，但他卻仍是一位繼續追求成長的人，值得我們當中

年長者效法的對象。當日，約書亞徵詢有誰願意去攻打亞納族的城牆，得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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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業，迦勒卻勇敢地站起來決志去征服這城。這位年輕時就懂得如何倚靠

上帝的迦勒，雖已八十五歲的高齡，仍寶刀未老，心志年輕。 

    一個人分別有兩種年齡：（1）生理年齡；（2）心理年齡。很多長者按

生理年齡來說，是歸在「老人」的範疇，但他們不認為自己老，因為他們的

心很年輕。迦勒就是屬於後者，年紀雖老邁，卻是滿有信心、勇氣與活力，

不斷地去爭戰又得勝爭戰。迦勒的一句名言：「今天我仍然健壯，像當年摩

西派我出去時一樣。我仍然強壯，可以打仗或做其他的事。」（11節） 

    迦勒之所以雖年長仍成長，有兩項大家可以效法學習的－－－ 

    一一一一、、、、迦勒珍惜過去迦勒珍惜過去迦勒珍惜過去迦勒珍惜過去：：：： 

    最近我們單獨會主正在讀創世記，雅各就是一位緊抓住上帝的應許的

人，直到耶和華稱他名為「以色列」。迦勒也是一位抓住應許的人，過去耶

和華上帝曾應許他的，他都記住，以便在日後實現這些應許。有一句話生動

描述長者：「閒閒無代誌，坐口的就哈肺，倒口的睏未去。見講講過去，講

了就未記。」迦勒都在講過去，因為他從不忘記他的過去。現在的迦勒見證

他過去是如何地窺探迦南地的英勇事蹟－－－   

（1）他按心意回報，表示他相信上帝應許的信念，以及他所看所說之事實

的信念。（書十四：6~9） 

（2）他從年輕直到年老時都專心跟隨耶和華上帝（民十四：24；申一：36；

書十四：8~9）。 

（3）他與約書亞同樣勇敢無懼（民十三：30；民十四：7~9）。  

    一個人的成長若沒有緊緊抓住過去的應許，必然缺乏長進的推動力量

而停滯不前。後來，迦勒果然得到了希伯崙為業，證明耶和華上帝對他的應

許絕不落空！我覺得現代老年人的悲哀是人們不讓他們提起“過去”的機

會，人們不願去聆聽他們的過去，對他們一再提起往事毫無耐心。好比許多

年長者有他們得救的經歷、璀燦的過去、豐功偉業、育子或帶孫的歡喜…等

等。現代人習慣用金錢去衡量對方的價值，習慣用金錢來解決一切問題。老

人的價值絕無法用金錢去衡量，珍惜他們的過去就是肯定他們的價值。 

    二二二二、、、、迦勒展望未來迦勒展望未來迦勒展望未來迦勒展望未來：：：： 

    迦勒在年輕時就被選為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猶太族的領袖，他和約書亞

一樣都具有屬靈的眼光。在十二名探子偵探迦南地的事件中，他所扮演的是

積極樂觀的態度。壯年時的迦勒仍和以色列民在曠野裡同甘共苦奮鬥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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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成為帶領以色列人的好領袖。如今，人生晚年的迦勒前頭仍有目標去

奔跑努力，志在必得，「現在，請你把上主應許給我的山區給我吧，就是我

和同伴回來報告那天上主所許諾的。那時我們向你報告，那地方有亞衲族巨

人，住在高大的城牆裏面。說不定上主會與我同在，我能夠把他們趕出去，

正像上主所許諾的。」（12節） 

    一個人的人生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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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行動派的迦勒的寫照。人們認為老年時期是

一個走下坡、甚至下到谷底的階段，沒有任何作為。然而，迦勒不認為如此，

他仍努力攀登高峰，不斷長進，耐心等候上帝的應允。迦勒不服老的精神實

在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推崇與學習！我聽過許多人說過退休下來想去做志

工。 

    好幾年前，我接受志工訓練時，我聽弘道基金會執行長林依瑩說過一個

理念：他們七十歲的長者服務八十歲的長者，八十歲的長者服務九十歲的長

者。可見無論多年長都是可以去服務人，基督來到世上豈不也是為要服事人

（太廿：28）。 

    歷史上實際的例子，不勝枚舉－－人生八十才開始的摩西，當上帝的呼

召臨到他時，即使他藉口自己拙口笨舌，卻從不提到他自己老而無用。蘇格

拉底在他七十歲時帶給這世界最有智慧的哲學，而且在他相當高齡的當下，

還特地去學習彈奏樂器。柏拉圖在他五十歲時，是當時唯一的學生，在他六

十歲之後，更是正值他人生的巔峰。米開朗基羅在他八十九歲那一年仍在寫

作詩詞和設計建築物，九十歲那一年，他仍背躺西斯丁教堂內頂端的鷹架

上，面對著天花板作起畫來。蕭伯納一些極負盛名的劇本是在他八十歲時出

於他的手所寫的。在體制內改革，並且從總統職務退休下來的李登輝，在他

晚年時期，2005~2006年前往台灣神學院上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課程。已故

周聯華牧師在 2000年 3月 5日在懷恩堂最後一次講道後，自稱「還沒有看

過八十歲以上老人講話而不囉嗦的」，所以從那天開始，他封口不講道，但

不封筆仍然寫作文章書籍，並且總結自己的一生是：「我只不過是耶穌座下

的一匹小驢駒，為主所用。」我們看見上述那些人，雖處高齡的狀態，卻仍

充滿無限的未來！ 

    牧者為所有長者越活越亮麗，越老越精彩感到興奮！祝福你們像迦勒

一樣珍惜過去、展望未來，去過一個不服老的世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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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0/29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野地裡的花草 

聖經：馬太福音 6:30-34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28人 

10,520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92人 

5,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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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人 

多加小組～11:00於 107教室談心園  10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11人 

路加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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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7、學生 17人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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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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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7人 

   出席 ―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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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11/2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37人 

11/3拜五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7人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6人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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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於 1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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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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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5人；主日奉獻 1,45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