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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 
全教會大掃除全教會大掃除全教會大掃除全教會大掃除    

                              主後 2018 第 4 週 

 

 

 

 

 

 

 

 
 
 

 

 

 

 

1/28 民數記 16 章 2/1 民數記 20 章 

1/29 民數記 17 章 2/2 民數記 21 章 

1/30 民數記 18 章 2/3 民數記 22 章 

1/31 民數記 19 章 2/4 民數記 23 章 

 
 

 

 

 

 

 

 

5 訂 2/4(下主日)召開定期會員和會 

5  2017年度檢帳 

5  2/3牧養會議 

5  2/4 定期⻑執會議 

5  2018年度獻花奉獻請踴躍登記 

5  3/13-5/15舉辦關懷小組領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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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8 日 日 全教會大掃除 

◆2 月 3 日 六 牧養會議 

◆2 月 4 日 日 
定期會員和會(聯合禮

拜)/長執會 

◆2 月 11 日 日 什一奉獻主日 

◆2 月 16 日 五 新春稱謝聯合禮拜 

◆2 月 18 日 日 
大年初三聯合禮拜/ 

原住民事工奉獻主日 

◆2 月 25 日 日 青少年輔導會議 

◆3 月 1 日 四 松年中心第 21 期開課 

◆3 月 3 日 六 牧養會議 

◆3 月 4 日 日 
小會/北中婦女事工紀

念主日 

◆3 月 11 日 日 
第二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主日/生活講座(1) 

◆3 月 13 日 二 小組領袖訓練(1) 

◆3 月 15 日 四 敬老旅遊(1) 

◆3 月 17 日 六 
中會教育部主日學校

長、老師領袖特會 

本週信息：天國使命：堅定人的信心 

經文：馬太福音 28:16-17 

下週信息：生命要更新、生活有見證 

經文：羅馬書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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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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我敬拜祢、2. 我們又在一起、3. 主我一生跟隨祢、 

4. 我的上帝，全能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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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告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會   眾 

啟    應………………………啟應文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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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8:16-17………………………司   禮 

讚    美 …………………………你當信祂…………………………敬拜詩班 

講    道 ………………「天國使命：堅定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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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首 勇敢堅固信徒…………… 主禮/會眾 

奉    獻…………………………獻上自己……………………………司   獻 

事工報告…………………………………………………………………司   禮 

見    證…………………………………………………………… 莊惠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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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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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碧芬執事          司琴：陳莉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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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拉弗敬拜詩班 

詩歌讚美……………………………………………………… 撒拉弗敬拜詩班 

      1. 天國的子民、2. 順服、3. 使命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馬太福音 28:16-17………………………司   禮 

講    道 ………………「天國使命：堅定人的信心」…………… 主   禮 

《《《《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    

回 應 詩…………………………………………………………………會   眾 

奉    獻………………………… 獻上自己 …………………………司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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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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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會員和會聯合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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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會員和會聯合禮拜 

  

 

(

((

(上午

上午上午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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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良牧師 林文良牧師 

司

司司

司    

        

    禮

禮禮

禮 

  

 謝惠聰 吳碧芬 胡瑞娟 ―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彭昱嘉 陳莉薇 林  瑋 ―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雷慧敏、呂季芳 王幸雯、陳翠娥 蘇錦淑、葉百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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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民 

宋秀真/吉他:陳迦恩 

貝斯：邱竹筠 

鼓手：錢  潛 

和聲:撒拉弗敬拜詩班 

吳千鶴/ 

彭瑞旺、林淑氣 

―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峯吳青  峯吳青  郭桐志 ―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詹烜炎、許崑淵 ―― 

楊明樹、王雪美 

陳翠娥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廖  娥、莊五妹 林惠萍 洪哲偉、陳美鳳 ―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多加小組/周美桃、林鐘蜜 愛餐組/周信義、林曾根 

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愛餐善後

愛餐善後 

  

 活水、泉源小組 恩惠小組 

插

插插

插    

        

    花

花花

花 

  

 盆栽設計 盆栽設計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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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值

值長老

長老長老

長老/

//

/執事

執事執事

執事 

  

 胡瑞娟/廖玉雲、 峯吳青  林信欣/吳碧芬、陳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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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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3) 
一、凝聚：舒適環境、破冰活動(15分鐘) 
二、榮耀：為榮耀上帝而唱，生活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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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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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使命天國使命天國使命天國使命：：：：堅定人的信心堅定人的信心堅定人的信心堅定人的信心))))    
一、 序言： 

1. 透過牧者本身牧會初始，感同身受太廿八：16~17這段經文。 
 

2. 耶穌的《大使命》為甚麼要交代我們基督徒去做？我們能夠去完成
嗎？《大使命》的重點及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二、 本論 
1. 太廿八：16~17是廿八：18~20節《大使命》的前因背景---可是，還有
人疑惑，那些人應該是指除了十一位門徒以外的其他人。 
 
 

2. 基督為要建立上帝的國度來到世上揀召門徒，耶穌要堅定跟隨者的信
心，沒有堅定的信心就不能見上帝的國。 
 
 

3. 身為主門徒的我們對耶穌的信心必須堅定不移。在這樣的情況下，耶
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叫我們去傳福音，帶領人成為門徒！ 
 
 

4. 牧者要求所有關懷小組小組長要與小組員一起同心為「傳福音」凝聚
共識，禱告再禱告，有共同傳福音的負擔，並差派小組出去到未信者
當中，見證耶穌在你們生命中所做的改變。 
 
 

5. 我們時時有耶穌的同在，信心怎會不堅固呢？在我們傳福音時，有上
帝的同在，就時時經歷上帝的恩典與祝福。 

 

三、 結論 
歷代信仰偉人最懇切、最有力的禱告：「主啊，堅固我的信心！」、「主
啊，加添我的信心！」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為甚麼有人雖看見了耶穌，心裡還是會有疑惑？ 
2. 我們從使徒行傳看到門徒聽從主命令出去傳福音，他們的信心從此再也沒有失去
過，越傳越壯膽，越傳越有信心。為什麼？ 

3. 透過本主日的信息，請分享耶穌告訴我們堅固信心的秘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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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要更新•生活有見證 

5 

 

 

 

 
 
1. 訂訂訂訂 2/4(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召開定期會員和會召開定期會員和會召開定期會員和會召開定期會員和會 
定期會員和會召集書刊登在週報第
10-11頁。請全體信徒兄姐務必出
席，和會當日無法出席者，請向小
會書記黃依文長老請假。 
 

2. 本本本本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舉行全教會大掃除舉行全教會大掃除舉行全教會大掃除舉行全教會大掃除 
廚房大冰箱及櫥櫃也需整理，請將 

私人寄放物品取回，如無人取回將 

視同廢棄物全數清理，請兄姐配合 

。打掃區域分配如下： 

(1)廚房刷地及餐具清洗、101教室、男女 

  廁：恩惠小組、蒙恩小組、蒙福小組、 

  愛餐組、多加小組。 

(2)102、103教室、副堂刷地、洗椅子： 

  路得小組、路加小組。 

(3)二樓(含擦椅子)、二樓陽台及門窗： 

  第五牧區、第六牧區。 

(4)三樓及印刷室：活水小組、泉源小組 

(5)禧年館：兒童牧區、喜樂成長學園。 

(6)詩班準備室、104教室、107談心園： 

  恩典小組、恩慈小組。 
 

3. 小會接納小會接納小會接納小會接納幼幼幼幼洗者洗者洗者洗者 
小會接納 1月 14日聖禮典接受小兒
洗禮者柯元媛為本會小兒會員。 
 

4. 2017 年度檢帳年度檢帳年度檢帳年度檢帳 
1/27(週六)進行教會財務、社區牧區
財務的檢查，檢帳報告於下週 2/4
刊登。 
 

5. 牧養會議牧養會議牧養會議牧養會議 
本週六 2/3 上午 10:00 召開牧養會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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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下午 1:15召開定期長執 
會議，請所有長執同工致意參加。 
 

7. 2018 年度獻花奉獻請踴躍登記年度獻花奉獻請踴躍登記年度獻花奉獻請踴躍登記年度獻花奉獻請踴躍登記 
請兄姊踴躍在一樓公佈欄登記 
「2018年獻花」。 
 

8.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聖禮典訂次聖禮典訂次聖禮典訂次聖禮典訂 3/11(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欲接受洗禮或堅信禮者，2/25以前 
儘快向幹事報名。 
 

 
9. 本會訂本會訂本會訂本會訂 3/13-5/1 每週二晚上每週二晚上每週二晚上每週二晚上 7:15-

9:00 舉辦關懷小組領袖訓練舉辦關懷小組領袖訓練舉辦關懷小組領袖訓練舉辦關懷小組領袖訓練 
請牧區各小組儘快推薦上課的小 
組員名單。為預備課本及代禱事 
奉，請各牧區填寫報名表交給區 
長，交給林信欣長老；非小組員 
信徒報名表交給辦公室，請為該 
事工迫切代禱。 

 
 
 
 
 

 
1.  肢體代禱：  
在家靜養： 
吳碧雲(黃淑芬姐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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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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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信徒兄姐為購買教會對面聚會
場所的事工關心代禱，並為建堂
基金同心奉獻。 

 
 
 
 
 
 
1. 高齡關懷事工說明會高齡關懷事工說明會高齡關懷事工說明會高齡關懷事工說明會 

由北中教社部主辦，歡迎兄姐踴
躍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 
時間：1/28(主日)下午 3:00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 
      段 12號 7樓 
 

2. 2018 日光少年冬令營日光少年冬令營日光少年冬令營日光少年冬令營 
由總會青少年事工委員會主辦，
歡迎青少年及輔導參加，詳閱布
告欄。 
時間：2018/2/1-4(週四-週日) 
地點：謝緯紀念青年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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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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會青年部寒假活動中會青年部寒假活動中會青年部寒假活動中會青年部寒假活動-芮斯裘任務芮斯裘任務芮斯裘任務芮斯裘任務 
歡迎青少年會友踴躍報名參加，有早
鳥價，詳閱布告欄。 
日期：2018/2/9-11(週五-日) 
營會地點：衛理福音園 
 

4. 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 2018 年新春野外禮拜年新春野外禮拜年新春野外禮拜年新春野外禮拜 
歡迎松年兄姐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洽
林志芬長老，詳閱布告欄。 
日期：2018/3/2(週五) 
地點：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5. 2018 年第二屆畢契年第二屆畢契年第二屆畢契年第二屆畢契/社青靈修營社青靈修營社青靈修營社青靈修營 
由總會大專事工委員會主辦，歡迎社
青、長青畢契兄姐踴躍報名參加，詳
閱布告欄。 
時間：2018/3/16-18(週四-週日) 
地點：台中聖愛山莊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26,2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4,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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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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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0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7,3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10,500元 

 

 

◎◎◎◎2018年建年建年建年建堂基金堂基金堂基金堂基金累計累計累計累計83,900元元元元(1/1-1/21)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獻花獻花獻花獻花 上週小計：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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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元 

 

 
 

◎◎◎◎2018年關懷基金收支年關懷基金收支年關懷基金收支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409,656元元元元(1/21止止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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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獻唱：人們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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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會員和會聯合禮拜由第一場禮拜
敬拜詩班主領，敬拜曲目：1. 天父恩典
真正大、2. 甲主作伙行、3. 耶穌的愛、
4. 上帝所賜活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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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我怎麼 
放過他 

(韶峰哥) 

聖經好好玩 
(俊雄哥) 

全教會 
大掃除 

小組暫停 

2/3 
青少年黑皮出遊-猴硐 

(上午 8:30 出發-16:00 回三重) 

2/4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電影欣賞 
宜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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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宛霓老師，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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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幸佑老師 

仲晴 
信欣老師 

承瀚
宥恩 

2/4 
幸佑老師 

品新 
智媖老師 

加恩
聿宸 

◆本週故事信息為[饑渴慕義]，在說明 
  饑渴慕義的人，必然是個渴慕神話語 
  的人，他們的心能專注於神，樂意遵 
  行神的話，常常喜樂，不發怨言，凡 
  事謝恩，以頌讚為祭獻給神。 
◆主日學期待小朋友，把在每日讀經進 
  度分享及故事信息時間中，老師所講 
  的能牢記在心，回家後講給家人聽， 
  以堅定所聽到的信息；並行出見證， 
  使家人共同領受。 
◆新年開始，主日學配合教會年度目標： 
  生命要更新，生活有見證。也鼓勵老 
  師將適合的信息加入故事中，來教導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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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主日講章 

操練信心操練信心操練信心操練信心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民數記 1:45-46，26:51 

馬可福音 4:35-41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條信心的道路，出於信心我們勇敢走在這條道路

上，並走完這條道路。世人通常勸人：「要有自信心！」，也就是要靠自

己，不過，基督徒知道無法靠自信來走信仰這條道路，因為信心的創始成

終者是耶穌（來十二：2）。耶穌就是靠屬天的信心順服以至於死，成就

上帝的旨意，完成降世救贖的使命。 

    事實上，信心之路絕非一條易路，否則連主如此倚重的門徒彼得，到

最後竟然連三次否認主，好在他的老師主耶穌已預見彼得的軟弱，事先勸

勉他說：「我已經為你祈求，使你不至於失掉信心。你再回轉歸我以後，

就要激勵你的弟兄們。」（路廿二：32）。 

    我們也應當學像耶穌，當遇到我們的肢體信心軟弱時，不要坐視不

管，務要為他們代禱，要彼此激勵信心強壯起來，這是聖經中耶穌給我們

效法的榜樣！牧者盼望大家的信心都在基督裡得到鍛練，操練的過程使人

成長去面對各樣的考驗。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信心領袖，或說最偉大的牧會者是摩西，出埃及

記與民數記清楚記載他是如何地帶領及牧養大約兩百萬名龐大的以色列人

（實際數目是 603,550 人打仗的男丁，民一：46），一方面，一離開埃及

立刻投入漂流在無水無糧、毫無生命盼望的曠野裡，往前邁進；另一方

面，又立刻遭到以色列人灰心喪志、背叛不信、魯莽傲慢的對待（民十

一：1~15）。我們看見摩西完全是憑信心領導，全心信靠上帝，忠於耶和

華的託付，疼愛教導愚昧的以色列子民。 

    以色列雖征服了迦南地、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建造了敬拜上帝的聖

殿，卻因人心的敗壞、民心向背不向耶和華導致王國分裂滅亡，被擄到異

邦。結果，以色列民信心崩盤，進而懷疑他們的信仰。耶路撒冷聖殿及大

衛王國都遭摧毀，長久以來所寄託的信仰完全破滅，問題出在他們懷疑上

帝的神性、權能、以及與以色列約的關係----「耶和華上帝怎麼那麼無能、

背信及背約，棄以色列於不顧而放任他們去投靠外邦的偶像宗教？」那就

是為何聖子耶穌基督受差遣來到世上建立彌賽亞上帝國度的原因。 

    主耶穌揀選的門徒投入上帝國的考驗戰場裡，看他們對上帝國的信心

程度為何。主耶穌今天也要鍛練你我的信心，正如祂當日鍛練門徒的信心

一樣。 

  一一一一、、、、信心的增長是無形的鍛練信心的增長是無形的鍛練信心的增長是無形的鍛練信心的增長是無形的鍛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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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教會多注重增長，尤其是看得見的增長。許多牧者把教會的成功

歸因於“ABC”的增長秘訣：出席率（Attendance）、硬體設施

（Building）、金錢奉獻（Cash），這些都可以用數字衡量作為增長的指

標。然而，在上帝國裡，有許多事情是無法用數字來衡量的，好比信心，

它是看不見的，它的標準在於人依靠耶穌多少，依靠耶穌多少讓我們看見

信心的對象是上帝祂自己。 

    人們常稱那些奉獻收入少、主日禮拜出席率少的教會叫“弱小”的教

會，但這樣的稱呼未必合宜，因為他們的信心未必弱小。之前，新北教會

的財務運作為中會及我們重新母會所擔心，因而小會邀請新北教會黃牧師

來座談，黃牧師表示全教會在嚴峻的條件下有信心克服當前財務的困難，

同心向前，所以我們教會全然信任新北教會。我們重新教會要復興，自問

我們教會的體質怎樣？那每一位信徒就要自問你自己的信仰體質怎樣？ 

    的確，白天順境容易信靠主、黑夜波濤就不容易信靠主。因此，耶穌

就把門徒們放在黑夜波濤中，就可知道他們的信心有多少了！雖看不見絲

毫亮光，或遇到困難險阻，更應該緊緊信靠上帝，因黑夜波濤反而是上帝

同在之處（詩十八：11）。人活著是憑信心，而不是憑眼見，但我們生活

在世上卻和門徒一樣軟弱，只看見外在環境就受到週遭的困難蒙蔽了眼

（可四：37~38），沒有看見耶穌就在船上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需要

去找耶穌，找著了耶穌、遇見基督、經歷了基督的生命。信心的的鍛練就

是與主相遇的生命歷練。 

  二二二二、、、、信心的的鍛練是一種信心的宣告信心的的鍛練是一種信心的宣告信心的的鍛練是一種信心的宣告信心的的鍛練是一種信心的宣告：：：： 

    什麼叫做「信心的宣告」？也就是面對無論任何形式的試煉、試探或

苦難的境遇，憑著上帝的話語來宣告。各位，請注意聽耶穌的信心的宣

告，祂命令風：「靜下來！」，祂命令海浪：「停止！」，祂既講出的話

便算數，風浪就停住平靜下來（39節）。我們深深佩服主耶穌的信心，祂

的神蹟都是靠信心的宣告來實現的！ 

    上帝的話語記載在聖經裡早已經成就，成為我們心裡的應許，只要相

信並活出，就得著。換句話說，信心的宣告要用過去式，因為上帝已經完

成了。記載在這本聖經裡上帝的話語已經成就了，相信它，事就成了！主

耶穌指責我們沒有信心，是因為我們對上帝的話語半信半疑，以為上帝的

話語將來才會成就！不，你講上帝已經成就的話語，事情就這樣成就了！ 

    在主日禮拜的釋放祈禱中，我常用太十六：19這一句上帝的話語來宣

告：「凡你在地上所綑綁的，在天上也要綑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

上也要釋放。」我們深信在地上所要綑綁及釋放的，在天上上帝早已綑綁

及釋放了。各位要綑綁上帝不喜悅的罪行，好比過去所犯的罪：講髒話、

講是非、說謊、侵占、貪心、嫉妒、奢侈………任何惡念等等已經綑綁

了，也因此你的生命、你的靈魂體都已經完全得釋放，從此不再犯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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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罪中，那根本就是不相信上帝的話語已經成就在你身上了！ 

看到我曾牧養過所有的教會裡，最糟的光景就是在人背後說閒言閒語、論

斷是非，說三道四，那對基督的身體教會的傷害非常大！人們通常不會為

一經講出的是非論斷負責，然而太十二：36說：「我告訴你們，在審判的

日子，每人所說的閒話句句都要交帳。」尤其在小組聚會中，嚴禁小組員

講是非論斷人、論斷教會，小組長務要管控聚會流程及內容，不要讓教會

瀰漫著不屬神的神國的文化。 

    英國名佈道家司布真說：「假設我的哥哥被某人謀殺，而我在事後竟

然終日與兇手為伍，你覺得合理嗎？“罪”就是殺死耶穌基督的兇手，你

怎可以與它為伍？“罪”把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你怎可

以愛它？」 

    在世上，雖有上帝的話語，仍無法免除患難，但是，有主耶穌的命令

一宣告，主的拯救就發生了！我們聽耶穌對門徒說甚麼：「我們渡到那邊

去吧！」（35節）主耶穌早已宣告他們必平平安安抵達對岸去！ 

  三、信心的鍛練是一項順服的行動信心的鍛練是一項順服的行動信心的鍛練是一項順服的行動信心的鍛練是一項順服的行動：：：： 

    從 35~36節來看，顯然門徒和其他的人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台漢

本》聖經說：「彼日已經暗……」，但主耶穌清楚知道祂的目的。我們拿

第 41節來做一個對照，他們彼此說：「這到底是誰啊，連風和海都聽從

祂了！」（41節），這明顯是耶穌的目的，讓他們聽從順服生命之主基

督。 

    創造宇宙萬物主宰的上帝，祂無所不知，人類是祂的受造物，何等無

知有限！大自然的主宰，連風浪都順服祂，更何況是人類呢！上帝給人類

的心意與旨意必定是好的，為要造就人順服祂的心志，所以主耶穌才安排

了這一趟考驗信心的航程。 

    各位兄姐，請你要隨時預備心，因為你不知道患難哪時候來到，即使

遭遇在患難裡，仍要敬虔禱告依靠主，迫切呼求祂來拯救，或許祂的拯救

耽擱了，口也不能褻瀆祂，行為也不能得罪祂。主耶穌的心意乃為通過患

難與試煉增強你的信心及勇氣，要你完完全全地順服在祂面前。 

    請注意，主耶穌如何揀召十二門徒去宣揚拓展上帝的國度。在生活

中，我祈求「主啊，將亞伯拉罕的祝福給我！」亞伯拉罕的祝福是有影響

力的，從他一人擴及身邊的人，到全世界的人。上帝賞賜恩惠的兩個條

件：順服和信心，這兩項在亞伯蘭的生活中活出來為上帝看重（創十二：

4，十五：6，廿二：2~3、12）。 

    “順服”是基督徒靈命的核心，因為我們一切的主權（包括生命的主

權）都在於上帝。信心的鍛練是由上帝發動的，但這一切都是出於上帝祂

信實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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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主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主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主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主後 2017 年會員和會召集書年會員和會召集書年會員和會召集書年會員和會召集書 
一、 時間：主後 2018 年 2 月 4 日主日上午 10:00 主日禮拜後 

二、 主旨：召開定期信徒會員和會 

三、 出席：全體在籍陪餐會員。 

四、 議案： 

（一） 有關接納主後 2017 年度決算案。 

（二） 有關接納 2018 年度總預算案。 

（三） 有關選舉主後 2018 年度檢帳委員四名案。 

議決： 

五、 會員名單如下，姓名若有遺漏或錯誤的，請向小會書記黃依文長老更正。請所有正會員 

出席，當日未能出席的，請向小會書記請假。 

小會議長：林文良  

小會書記：黃依文  

主後 2018 年 1 月 21 日  

1. 籍在人在會員：共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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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紹恩  

仰秀湄 江岱蓁 江明盛 江雅玲 江濟中 江敬益 江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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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長榮 熊佳恩 

吳青峯 吳宛霓 吳啟男 吳智媖 吳歆慧 吳極民 吳敏智 吳碧芬 吳碧雲 熊慶芬  

呂季芳 呂福來 宋秀真 宋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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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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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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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彬 張宇姍 張 青 張美麗 張陳市 張麗玲 姚秀珠 章 時 曹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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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棟樑 郭映麟 郭桐志 郭芊妤  郭泰松 郭寶綢 陳吉華 陳志誠 陳委洳  陳秀玉 

陳俞樺 陳俞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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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莉薇  陳惠容  陳惠珠 陳偉益 陳隆恩 陳 慧 陳翠娥 彭昱嘉 彭瑞旺 

富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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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淑芬 葉淑蘭 葉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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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武松 劉家蓁 劉詠綺  劉淑惠 劉嘉雪 劉錫分 劉論拱  歐 玉 潘秀枝 潘英珠 

潘慧君 潘寶珠 蔡宜婷 蔡秀卿 蔡金聲 蔡幸娜 鄭木榮 鄭惠珠 錢 潛 賴淑慧  

蕭月英 謝雅清 謝憫震 鍾俊姬 顏靜芬 蘇筠茹 蘇靖婷 蘇銀花 蘇錦淑 蘇耿宏 

蕭加恩 蕭至惠 蕭金盆 蕭亞倫  蕭銘美 謝 好 謝佳臻 謝美智 謝振昭 謝惠聰   

蘇靖雯 蘇庭儀 蘇宥璇 楊黃素欗 

 

2. 籍在人不在會員：共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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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麗玲 甘和勳 江昭桓 江怡臻 

江淑芳 何月娥 何秋子 吳千慧 吳永泉 吳幸珍 吳松霖 吳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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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詩穎 周丕蓉 周純敏 周溫庭 周閱昌 官玉霞 

林仁傑 林佳欣 林宗穎 林宜潔 林宜臻 林明德 林美德  林竑達 林泰祺 林素筠 

林堅信 林淑桃 林雪玉 林凱倫 林瑞星 林瑞祥 林碧珠 林慧美 邱建祺 邵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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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英珠 姜瑾燕 施貝佩 柯丹青 柯麗琪 洪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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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美英 張美華 張素貞 張筑涵 張 琳 

張麗玉 孫淑美 曹怡貞 曹怡琦 梁秀棉 梁健男 莊學導 許一凡 許家瑋 許根源 

許棟材 郭志鈺 郭阿汝 郭思漢 陳文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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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耀永 單 薇 彭碧如 游佳惠 游淑雯 

游景雅 游惠茹 黃子蓉 黃東櫻 黃建三 黃智德  黃義恭 黃競德 楊玉英 楊惠行 

楊惠娟 楊瑞祥 葉庭豪 葉淑液  葉勝聰 詹重信 詹貴州 董基隆 廖慶祥 廖慶裕 

劉文連 劉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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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伊君 鄭妙君 鄭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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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玉郁  顏承雍 
 

 
 
 
 
 
 
 
 
 
 
 
 
 
 
 
 
 
 
 
 
 
 
 
 
 
 
 
 
 
 
 
 
 
 
 
 
 
 
 
 
 
 
 
 
 
 
 
 
 
 
 
 
 
 
                              
 

2018/1/23 社區事工-電鍋菜課程結業成果發表 

以勒敬拜團 2018/1/21 陳偉益老師詩歌見證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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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28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天國使命：堅定人的信心 

聖經：馬太福音 28:16-17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19人 

9,525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97人 

5,150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 102教室 
 
出席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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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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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本堂 101教室  出席 參加偉益音樂分享 

蒙福小組～13:30一樓談心園  出席 參加偉益音樂分享 

恩惠小組～14:00本堂 102教室  出席 參加偉益音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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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葡萄園小組～14:00禧年館  出席 6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5人.學生 17人

4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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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盼望小組～9:00 

於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出席 6人 

約書亞小組～13:30於禧年館  出席 參加偉益音樂分享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8人 

   出席 ― 

1/31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本週暫停 

2/1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放寒假)  出席 ― 

2/2拜五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 101教室  出席 7人 

恩慈小組～20:00本堂 100副堂  出席 6人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5人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8人 

2/3拜六 

早禱會 09:00 本堂 100副堂  出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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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 第五期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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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暫停 

1/21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40人；主日奉獻 2,37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