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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 

佳音館開幕佳音館開幕佳音館開幕佳音館開幕    
啟用禮拜啟用禮拜啟用禮拜啟用禮拜    

                              主後 2018 第 8 週 

 

 

 

 

 

 

 

 
 

 

 

 

 

 

2/25 申命記 7 章 3/1 申命記 11 章 

2/26 申命記 8 章 3/2 申命記 12 章 

2/27 申命記 9 章 3/3 申命記 13 章 

2/28 申命記 10 章 3/4 申命記 14 章 

 
 

 

 

 

 

 

 

4 本主日舉行佳音館開幕啟用感恩禮拜 

4 第二次聖禮典訂 3/11(主日)舉行 

4 3/13-5/1 每週二晚上舉辦關懷小組領袖訓練 

4 2018年松年中心第 21期訂 3/1開學日 

4 第六期基要真理班訂 3/10(週六)開課 

4 3/15春季敬老旅遊–春遊到宜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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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5 日 日 
佳音館開幕啟用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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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教會) 

◆3 月 18 日 日 
南神奉獻主日/青少年

輔導會議 

◆3 月 19 日 一 
中會教育部部會：重新

教會 

◆3 月 20 日 二 小組領袖訓練(2) 

 

本週信息：你當聽，當敬畏上帝 

經文：申命記 6:4-9 

下週信息：師傅心、門徒領 

經文：馬太福音 2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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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暨佳音館開幕啟用感恩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講道：陳俊雄弟兄  司禮：王熙銓長老  司琴：李宜樺姊妹 

【【【【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主日禮拜主日禮拜主日禮拜主日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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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屬天的翅、2. 我們愛、3. 我的燈需要油、 

4. 我心大歡喜，我的嘴著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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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告白…………………………使徒信經……………………………會   眾 

啟    應………………………啟應文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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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司   禮 

讚    美 …………………………萬福泉源…………………………敬拜詩班 

講    道 ………………「你當聽，當敬畏上帝」………………陳俊雄弟兄 

祈    禱…………………………………………………………… 陳俊雄弟兄 

【【【【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佳音館獻館啟用佳音館獻館啟用佳音館獻館啟用佳音館獻館啟用】】】】    

聖    詩……………聖詩第 448 首 願父上帝此時降臨…………… 會   眾 

祈    禱…………………………………………………………………主   禮 

聖    經 ……………齊讀：以賽亞書 52:7；羅馬書 10:15…………會   眾 

奉獻禮文………………交讀：「阮佇遮奉獻佳音館」……………主禮/會眾 

《《《《應答上帝應答上帝應答上帝應答上帝的話的話的話的話》》》》 

奉    獻…………………………獻上自己……………………………司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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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首 謳咾天頂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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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生命要更新•生活有見證 

3 

 

 
 

重新教會佳音館獻館啟用奉獻禮文重新教會佳音館獻館啟用奉獻禮文重新教會佳音館獻館啟用奉獻禮文重新教會佳音館獻館啟用奉獻禮文 

【【【【聖經經文聖經經文聖經經文聖經經文】】】】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52：：：：7；；；；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10：：：：15 

【【【【台台台台】】】】 

1.報好消息，傳和平，報福氣的好消息，傳救恩的，對錫安講：「你的上帝做王

啦！此人的腳上山頂 到即娞！」 

2.若呣是奉差，豈通會傳？照所記載講：「傳諸個好事的福音者，１１１１因因因因的腳步娞到

怎樣！」 

 

【【【【華華華華】】】】 

1.那報佳音，傳平安， 報好信，傳救恩的， 對錫安說：「你的上帝作王了！ 這

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  

2.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

蹤何等佳美！」 

 

【【【【奉獻禮文奉獻禮文奉獻禮文奉獻禮文】【】【】【】【台台台台】】】】 

主禮：為著欲榮光天頂的父上帝，因為祂的大痛疼；為著欲尊貴上帝的聖子耶 

      穌基督，是教會的頭；為著欲謳咾聖神，是教會的生命；祂施恩賞賜咱 

      教會起造此間佳音館。阮奉獻此間館。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主禮：為著欲祈禱、謳咾、敬拜、宣揚真道，以及聖徒相通。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 

主禮：為著欲宣揚天國的福音，傳報主的名互萬百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 

主禮：為著聖徒更新、成聖、充滿疼心、通互天國實現佇地面上。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 

主禮：為著欲開始提供社區使用，成作教會及社區的橋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 

主禮：阮今佇遮舉行奉獻禮，願主接納阮所獻的。求主幫贊阮對今以後閣卡願 

      意報傳福音、謳咾敬拜、信徒相通、服事教會、服務社區，盡基督徒的 

      本份，顯明主的名。 

齊聲齊聲齊聲齊聲：：：：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阮奉獻此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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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暨佳音館開幕啟用感恩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講道：陳俊雄弟兄  司禮：林惠萍執事  司琴：楊舒涵姊妹 

【【【【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主日禮拜主日禮拜主日禮拜主日禮拜】】】】    

《《《《仰望仰望仰望仰望神神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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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上明珠、2. 主我相信、3. 從早晨到夜晚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 ………………………申命記 6:4-9………………………  司   禮 

講    道 ………………「你當聽，當敬畏上帝」………………陳俊雄弟兄 

【【【【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佳音館獻館啟用佳音館獻館啟用佳音館獻館啟用佳音館獻館啟用】】】】    

聖    詩……………聖詩第 448 首 願父上帝此時降臨…………… 會   眾 

祈    禱…………………………………………………………………主   禮 

聖    經 ……………齊讀：以賽亞書 52:7；羅馬書 10:15…………會   眾 

奉獻禮文………………交讀：「阮佇遮奉獻佳音館」……………主禮/會眾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神神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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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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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第一場台語禮拜

第一場台語禮拜第一場台語禮拜

第一場台語禮拜 

  

 

(09:00)

(09:00)(09:00)

(09:00) 

  

 

第二場華語禮拜

第二場華語禮拜第二場華語禮拜

第二場華語禮拜 

  

 

(11:00)

(11:00)(11:00)

(11:00) 

  

 

第一場台語禮拜

第一場台語禮拜第一場台語禮拜

第一場台語禮拜 

  

 

(09:00)

(09:00)(09:00)

(09:00) 

  

 

第二場華語禮拜

第二場華語禮拜第二場華語禮拜

第二場華語禮拜 

  

 

(11:00)

(11:00)(11:00)

(11:00) 

  

 

主

主主

主    

        

    禮

禮禮

禮 

  

 陳俊雄弟兄 林文良牧師 

司

司司

司    

        

    禮

禮禮

禮 

  

 王熙銓 林惠萍 林仁堅 王幸雯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李宜樺 楊舒涵 陳莉薇 陳莉薇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雷慧敏、吳炘憶 林玉緞、莊五妹 周美桃、李月女 吳碧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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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晏如/ 

萬中錢、林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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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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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美 ―― 楊明樹、王雪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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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俞甄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新春愛餐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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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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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依文/王幸雯、蘇錦淑 鄭木榮/雷慧敏、郭桐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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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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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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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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聽你當聽你當聽你當聽，，，，當敬畏上帝當敬畏上帝當敬畏上帝當敬畏上帝))))    
一、 序言： 
世上唯有「教會」從主耶穌基督領受了天國的使命，使教會同心合意成就 

 這份天國的使命，成為萬民的祝福。要渴慕教會復興增長，就必須傳福音 

 使萬民作主門徒。 

 

二、 本論 
1. 你當聽，當敬畏上帝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上帝是獨一的耶和華。」SHEMA ！！！！這
是希伯來文意思就是你當聽！當要一生記在內心，不可忘記。從這段
經文，我們第一件事就是你當聽！你當聽，聽什麼呢？聽上帝的話。 

 
2. 盡心～當服事上帝 
當耶穌的學生問耶穌，聖經中間「哪一件事情最大」時，耶穌就是引
用這段經文： 你著盡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又當愛人如同
自己。（太廿二 37—38 ）。 
 

3. 隨時記得～遵行上帝的話 
a.「今天我向你們頒佈的誡命，你們要放在心裏，殷勤教導你們的兒 
女。無論在家或出外，休息或工作，都要不斷地溫習這誡命。你們要 
把這誡命繫在手上，戴在額上，寫在家裏的門框和大門上。」 

   b. 每個家庭對神的愛(六 7~9) 
父母需要將神的誡命教導他們的孩子，並且幫助他們去愛主。父母需
要整天都談論神的話和它的要求一在家裏,或在路上，由每天的清早，
至晚上就寢(6：7)。父母需要教導他們的孩子有關誡命、律例、典章、
法例和法令的意義，讓孩子能夠明白。 

 

三、 結論 
當年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特別好的行為能
力，只是因為上帝愛他們，遵守和他們列祖所立的永遠之約。我們基督徒
也是如此，當我們遵守上帝的話語，我們就是與上帝立約的人，上帝如何
愛以色列百姓，祂也必相同愛我們。願上帝賜福我們每一位，一起尊主為
大，在生活中一同順趁祂的旨意照他所教導話語來行。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你有盡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又愛人如同自己嗎?如何做？ 
2. 每一天的生活中有殷勤教導你的小孩遵守上帝的誡命嗎？ 
自己遵守做好屬靈的榜樣 

3. 你每天的生活中如何見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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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25 日(第八週) 

6 

 

 

 

 
 
1. 佳音館開幕感恩禮拜佳音館開幕感恩禮拜佳音館開幕感恩禮拜佳音館開幕感恩禮拜 

本主日禮拜中舉行佳音館開幕啟用感 
恩禮拜，兩堂禮拜後舉行啟鑰啟用儀 
式。 

 
2. 第二次聖禮典訂第二次聖禮典訂第二次聖禮典訂第二次聖禮典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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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以前 
儘快向幹事報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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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牧區各小組將已報名的小組員名單 
交給區長，再交給林信欣長老彙整。 
請信徒兄姐為該事工迫切代禱。 
 

4. 2018年松年中心年松年中心年松年中心年松年中心第第第第 21期期期期訂訂訂訂 3/1開學開學開學開學
日日日日，，，，課程表請閱課程表請閱課程表請閱課程表請閱第第第第 11頁頁頁頁。。。。 
 

5. 第六期基要真理班訂第六期基要真理班訂第六期基要真理班訂第六期基要真理班訂 3/10(週六週六週六週六)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課程共六次(3/10、24、31，4/7、14、 
21)，請向辦公室冠儀幹事報名(報名單 
在副堂週報架)。 
 

6. 林牧師夫婦本週一林牧師夫婦本週一林牧師夫婦本週一林牧師夫婦本週一~四四四四(2/26-3/1)請假請假請假請假 
前往日本琉球前往日本琉球前往日本琉球前往日本琉球 
 

7. 3/15春季敬老旅遊春季敬老旅遊春季敬老旅遊春季敬老旅遊––––春遊到宜蘭春遊到宜蘭春遊到宜蘭春遊到宜蘭 
一、地點︰梅花湖、幸福 20 號農場、羅 
    東運動公園 
二、時間︰07:30出發，19:30返回三重。 
三、參加人數︰兩部車，80 人。 
四、參加費用︰60 歲以上會友及看護者 
    每人 600 元。其他會友每人 800 元 
    ，6 足歲以下兒童免費，小學以下 
    (含)400元。松年中心補助 100元(限 
    全期報名學員)，牧區補助 100元。 
五、報名日期︰ 

(1)第一階段(即日起)：60 歲以上會 
友及看護者(行動不便者及 75 歲以 
上會友得有一名照護者陪同，費用 
600元)。(2)第一階段(2/25 起)︰60 
歲以下會友及家屬。(3)第三階段 
(3/4 起)︰非會友及社區朋友。 

 
 
 
 
 

 
1. 肢體代禱：  

住院中： 
吳碧雲(黃淑芬姐母親)。 
 

在家靜養： 
楊月華、周美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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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翰傑(荷蘭)。 
出國就學者：陳威澄(美國) 

 
2. 劉桂秀姐妹的父親劉達民已於 2/15 別

世，享年 72 歲，願主安慰遺族。 
 

3. 請為 2/16 花蓮震災救災及災後重建代
禱。歡迎信徒兄姐為總會宣教基金會
關心賑災奉獻，註明：花蓮地震。 

 
 
 
 
 
 
1. 中會舉辦行政及書記紀錄研習會中會舉辦行政及書記紀錄研習會中會舉辦行政及書記紀錄研習會中會舉辦行政及書記紀錄研習會 

原訂 2/23(週五)上午 9:30，逢春節期改
3/6(週二)，地點：土城教會，本會林惠
萍執事報名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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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3/2(週五) 
地點：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3. 中會傳道部中會傳道部中會傳道部中會傳道部舉辦初階長執訓練舉辦初階長執訓練舉辦初階長執訓練舉辦初階長執訓練 
3/10(週六)上午 9:00 在大稻埕教會，請
全體長執踴躍報名參加，3/8 報名截止，
當天會後將備有午餐，詳閱布告欄。 
 

4. 主日學校長主日學校長主日學校長主日學校長、、、、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同工參加領袖特會同工參加領袖特會同工參加領袖特會同工參加領袖特會 
由北中教育部主辦，時間：3/17(週六) 
上午 9:30-12:00，地點：本會禮拜堂， 
3/12 報名截止，請主日學校長、老師、
同工踴躍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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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閱布告欄。 
時間：2018/3/16-18(週四-週日) 
地點：台中聖愛山莊 

 
 
 
 
 
 
    
《《《《2/16新春稱謝禮拜新春稱謝禮拜新春稱謝禮拜新春稱謝禮拜》》》》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小計：2,000元 
    
新春稱謝禮拜獻金新春稱謝禮拜獻金新春稱謝禮拜獻金新春稱謝禮拜獻金 小計：1,4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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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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節期節期節期----新春奉獻新春奉獻新春奉獻新春奉獻 小計：141,7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小計：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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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900 元元元元(1/1-2/16) 
 
《《《《2/18 大年初三聯合大年初三聯合大年初三聯合大年初三聯合禮拜禮拜禮拜禮拜》》》》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1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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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9元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新春奉獻新春奉獻新春奉獻新春奉獻 上週小計：13,150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5,5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2,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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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600 元元元元(1/1-2/18)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原民事工主日原民事工主日原民事工主日原民事工主日 上週小計：13,700元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總會事工總會事工總會事工總會事工((((花蓮震災花蓮震災花蓮震災花蓮震災)))) 上週小計：1,000元    

 

 
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 上週小計：2,000元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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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536元元元元(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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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潘老師回來，願上帝紀念潘老師所

有的擺上。 
2. 近期將會練習復活節讚美曲目，願上帝

紀念大家的擺上。 
3. 下週獻唱：選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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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由撒拉弗敬拜詩班主領敬拜，敬拜曲
目：1.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2. 拯救 
、3. 千萬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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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愛上帝家
裡的人 

(幸雯姊) 

生命見證 
(凱凱) 

讓新朋友 
愛上你 

(娜娜姐) 

3/4 
愛你的 
鄰舍 

(雅婷姊) 

生涯規劃 
生也有涯 
學無涯 

職場專題 
(俊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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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銘美老師，3/4：以琳老師 
◆主日學聚會時間：上午 9:15-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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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幸佑老師 

仲騏 
佩蓉老師 

新恩
聿釗 

3/4 
幸佑老師 

品新 
熙銓校長 

紹祈
胤銘 

◆本週故事信息為[為義受逼迫]，說明耶穌 
  在受到逼迫時，所遭到的嘲弄，比任何人 
  都大，但是祂仍站立得穩。 
◆本週課程目標：期待小朋友在聆聽之後 
  ，願意跟隨耶穌，為福音的緣故，盡心竭 
  力，遵行主所教導的誡命。 
◆本週已經開學，主日學所有老師為小朋 
  友一起代禱：祝福小朋友在新的學期有 
  一個好的開始，進德修業，努力用功；讓 
  父母放心，也成為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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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8主日講章 

天國使命天國使命天國使命天國使命：：：：依靠基督的權柄依靠基督的權柄依靠基督的權柄依靠基督的權柄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 28:18-19 

   以賽亞書 49:6 

    世上萬物為何總是一直在改變呢？因為人生如過旅。當你從一個地方移動
到另一個地方，沿途的景緻總是在改變著。在奔跑天路的過程中，從 2017進到
2018也將會是改變及翻轉的一年，但上帝是永不改變的！“禮拜＂能夠幫助我
們的心行走天路不斷地充電，所以，週五我們參加新春稱謝禮拜，今天我們參
加主日禮拜不嫌多！ 

    「教會」是主耶穌所設立的，更是按著上帝的心意建立的。世上沒有任何
機構，唯有「教會」從主耶穌基督領受了天國的使命，如此使我們教會同心合
意成就這份天國的使命，成為萬民的祝福。 

    在一月 28日那一次講道信息－『天國使命：堅定人的信心』裡，耶穌吩咐
門徒越傳福音及領人歸主成為主的門徒，是越能破除懷疑堅定信心的要訣。身
為牧者，我從許多兄姐身上看到極寶貴的見證，那就是他們真心地作主門徒，
不以自己成為基督徒為滿足，極力傳福音又帶領親友來認識主，結果他們的信
心就越發堅固。 

    我們全體信徒兄姐都渴慕教會復興增長，那麼就必須傳福音使萬民作主門
徒，這絕不是一件易事，因為我們承認世人都伏在撒但的掌權下，我們必須勇
敢地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弗六：12）。我們看今日台灣社會多少人的生命光景好可憐，因情慾、因世
界慾、因老我、靠血氣行事，甘願降服惡靈成為魔鬼撒但的俘虜。我們基督徒
必須進到黑暗權勢當中去傳福音，靠著基督的救贖把他們從那當中拯救出來，
進到上帝的愛子耶穌基督的光明國度裡。 

    各位，主耶穌為甚麼要我們必須去向世人傳福音？因為福音是世人最需要
的，是關係人的生死問題。福音也是世人最渴望的，人都渴慕脫離罪和死，但
沒有一種方法能夠做到，只有靠基督寶血的救恩。耶穌基督是獨一的救主，台
灣社會尤其需要這救恩。上帝不用天使去傳，只用我們這些有重生得救經驗的
人才能去傳，我們得救了的人若不趕緊去傳，等於是致人死的兇手，使許多靈
魂下地獄。 

◎實際舉出台灣社會最近幾個案例如下―― 

1.2016年中發生所謂「照顧殺人」的悲劇。桃園觀音一位 78歲阿公在父親節當
天被砍身亡，一周後警方查出兇手竟然是阿公的 77歲太太。阿公一年來因罹患
失智症與其他身疾臥病在床由阿嬤照顧，出事前幾天，阿公出現厭世想法，要
求阿嬤將自己殺死。父親節當天，阿嬤拗不過阿公的再度求死，再加上她也早
已身心俱疲，竟拿刀砍死阿公。 

2. 2017年 12月，高雄楠梓發生母親勒斃女兒命案，死者母親疑有被害妄想症，
事發當時因病治療中，在勒死自己的女兒後，拉下鐵門將自己鎖在屋內，消防
人員破窗進入屋內才將死者母親帶出。 

3.這幾年隨機砍人的事件越來越多。2015年 5月，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遭到
龔姓嫌犯闖入，隨機挑選一位準備上廁所 8歲的小二女童下手割喉身亡，當時
29歲的嫌犯落網後表示：「因為連續 4個月找不到工作，所以生氣想殺人。」
隔年 3月，台北內湖發生 4歲女童命案，遭有毒品前科的男子砍殺，而女童母
親在現場目睹經過，痛哭崩潰。警方證實此為隨機殺人事件。 

4.昨天新聞報導兩位安養院很要好的八十幾歲的榮民，為回收一時衝動動手用木
椅打死對方，後悔莫及，餘生都要在監獄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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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上述一件件類似的事件，每一天發生在我們周遭，多不可勝數。這些人
若早早有上帝的愛子耶穌基督成為他們生命之主，由聖靈來掌管他們的心思意
念、行為舉止時，人倫悲劇或許就可避免發生。我們基督徒要靠主的大能翻轉
這世界，使之成為上帝的國度。我們不必要用太過極端方式，好比前幾年發生
鋸掉偶像神明的五官這樣去傳福音，引起一般人反感的行為，但我們可以靠著
主的權柄宣告禱告去斥責撒但邪靈的作為，使牠在人身上的作為失效。 

    我個人今年從上帝領受的福袋應許是：「上帝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
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二：9）我不甚明白
這福袋應許對我的意義是甚麼，於是我去翻閱聖經看它上下文的脈絡－－上文
是在講萬世以前上帝早已預定得榮耀的智慧，世上一般人根本不知，也不願
知；下文是在講唯有聖靈參透萬事，也唯有屬聖靈的人才能參透上帝深奧的
事。因此，今年福袋的祝福告訴我自己要更加依靠聖靈行事，成為活出上帝命
定更加屬靈的人。 

    耶穌要我們使萬國萬民作主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換句
話說，耶穌已將祂的權柄（能力）給了我們，凡在地上綑綁的，在天上也綑
綁；凡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釋放。所以，我們出去傳福音及帶領人作主門
徒，不再靠我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主基督手中的權柄。賽四十九：6說到：
【台】「上帝欲設立咱做“列邦的光＂，做祂的拯救者，到佇地極。」【華】
「上帝要我們成為“萬國之光＂，使祂的救恩普及天下。」（《天主教思高本
聖經》說“作萬民的光明”）。上帝差遣祂的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成為真光
及拯救者，但耶穌卻吩咐我們去成為世上的光及祂的拯救者。 

    在一個黑暗險惡的世代裡，我們唯有靠世上的真光主基督去作“萬民的光
明”。在一個邪靈權勢縱橫的世界裡，我們一定要靠耶穌基督的權柄，才能夠
勝過惡者的權勢，打敗撒但，搶救靈魂。 

    最近，我相信信徒兄姐都察覺到，越是末後的世代，許多假先知出來招
搖，不可不慎，他們靠著自己的才能、口才、影響力及多種招數，特別是靠著
所謂的靈恩經驗，去傳教吸引人，使好多不知情的、不謹慎的人不小心就落入
他們的陷阱裡。 

    各位兄姐，為要成就主所託付我們教會的大使命，成為「天國使命的教
會」，當我們按著主耶穌的吩咐出去傳福音、領人歸主作門徒時，讓我們單單
依靠主基督的權柄去做就好，不要隨便參雜一些聖經裡面沒有的其他東西！當
我們在傳福音、領人歸主的過程當中，時時在內心宣告――單單依靠上帝、單
單傳講耶穌基督、單單高舉十字架，上帝的大能自然就臨到我們，主耶穌的同
在永遠隨著我們。 
 

 

2018.2.16新春稱謝禮拜講章 
 

在在在在祢手中手中手中手中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詩卅一：14~16    

    牧者祝福各位兄姐新春恭喜，凡事歡喜，主賜家家平安福。每一年新春開
始，世人到廟宇求福，我們信主的人，到教會主的家求福。我們所敬畏的耶和
華上帝按時賜春雨秋雨之福，為我們一整年定收割的節令，永存不廢（耶利米
書五：24）。 

    今年感覺好似沒什麼過年氣氛，由於過年前剛發生了花蓮強大震災，看到
我們自己同胞遭遇傷亡及他們的家庭所遇到的苦難，大家心情都不好受，我們
都有同理心發出憐憫關懷之情。尤其今年過年期間，據說花蓮地區觀光飯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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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震關係退訂了八九成，可想而知該地區是個受災區，正在恢復重建中，人
們還跑到那裡去歡喜過年，是說不過去的。 

    各位，2018年這一條道路，你要怎樣走？牧者祝福每一位兄姊要謹慎你腳
下的路徑，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穩妥。箴言四：26《和合本》說：「要“修平＂
你腳下的路， “堅定＂你一切的道。 」 “修平＂及 “堅定＂你的道路是甚麼
意思，《現修本》就翻譯得淺白易懂：「對所計劃的事要有把握，你所做的就
不至於差錯。」 

    牧者全心感謝上帝在過去的日子恩待祂的教會，2017年上帝祝福我們教會
購買“牧師館＂（作為牧師住家、小組聚會等教會功能的延伸），2018年上帝
祝福我們教會購買“佳音館＂（作為服事教會與社區之間的橋樑）。我們全教
會滿心喜悅下主日即將獻館。 

    詩篇第卅一篇是大衛所寫感恩的一篇詩篇。大衛親身經歷了自己的生命從
被敵人謀害當中走過來，因信靠上帝得蒙祂的保護。所以，詩卅一：14~16就
是一篇大衛蒙拯救的禱告，他信靠上帝，求告上帝拯救脫離惡者的手，求上帝
用臉光照他，獲得上帝的恩待，安靜敵人，叫他們閉口無言！ 

    各位，新的一年前面路程我們唯有仰望交託，也許我們也會遇到大衛所遇
到的情況，只要我們學習大衛全心信靠上帝的保護，祂必定保守我們遠離所有
惡者的手。我們來學習大衛怎麼感恩－－－ 

1.宣認：耶和華啊………祢是我的上帝。 

2.交託：我終身的事在祢手中。 

3.求靠：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4.應允：祢的臉光照僕人，祢的慈愛拯救我。 

    大衛在禱告中向上帝表明他一生的遭遇都在上帝的手的掌管攝理中。雖然
在大衛禱告當時的背景境遇對他是不利的，可是他深信在他交託終身的事給上
帝之後，祂能夠帶領他脫離那不利的境遇。 

    各位兄姐，你我每一個人的一生，無論是生命、工作、休息一生所有的時
間，其實全都在上帝手中，人無法支配自己命運，甚至左右自己的遭遇，因此
我們都必須依靠主、交託主。「交託主」是信靠主的態度，不是隨便主擺佈。
去年一年當中，不少信徒兄姐手術住院，當牧者帶領關懷者去為他們禱告時，
他們都表明一切交託主的信心。 

    今日是大年初一新春，也就是新的一年的開始，大家都有新願望及新計
畫。新年萬事更新，但事實上，你我的人生一年年地過去，也就是說一年年地
老去，時間快速飛逝永不回頭。 

    因此，我衷心勸勉各位，世間萬物，包括一生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創造
的，我們一生都在上帝手中，是祂賞賜給我們的，詩篇作者對短促的人生說：
「我們一生的年歲不過七十，健壯的可能到八十；但所得的只是勞苦愁煩；生
命轉瞬即逝，我們都要成為過去。」（詩九十：10） 

    最後，牧者勉勵每一個人一定要好好保握住上帝對你一生的祝福。那麼，
一定要依靠上帝所賞賜的生命，才能度過一生的日子，沒有了生命，什麼都沒
有了！一生難免苦難，你也要倚靠生命之主的慈愛與保守，才能夠享受你的人
生。 

    勉勵各位用彼得後書一：4來除舊佈新迎接嶄新的一年：【現修本】「這
樣，祂把祂所應許那最大和最寶貴的恩賜給了我們；藉著這恩賜，你們得以逃
避世上那毀滅性的慾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現台本】「按呢，祂有將
極大閣寶貝的應允賜互咱，互恁通過諸個應允通脫離世上的慾望所造成的腐
敗，來分享上帝的本性。」） 

    稱謝禮拜結束後，各位兄姐教會準備的經文福袋送給你，我相信每一句經
文應許是上帝在今年要賜福給你的，各位要把這個應許封存在你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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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松年中心課程表 

次數 日期 第 21期課程主題 講員 

1 3月 01日 開學日、慶生會。主題時間︰旅行之美 謝惠聰長老、美鳳、月女 

2 3月 08日 魔術說故事 (一) 許台立老師 

3 3月 22日 長照新知：面對阿茲海默症的困難行為 陳威澄弟兄 

4 3月 29日 醫學講座：DNR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馬偕社區醫學中心 

5 4月 12日 聽電影說故事 吳秀英老師 

6 4月 19日 野餐踏青：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全體學員及同工 

7 4月 26日 如何接待新朋友 蔡幸娜師母 

8 5月 03日 電鍋菜教學 王秀蓮、李月女  

9 5月 10日 誰來午餐︰電鍋菜分享 (一人一道菜) 全體學員及同工 

10 5月 17日 野餐踏青：淡水  全體學員及同工 

11 5月 24日 信仰與生活 黃春生牧師 

12 5月 31日 聽電影說故事：感謝招待 林志芬長老 

13 6月 07日 魔術說故事 (二) 許台立老師  

14 6月 14日 誰來午餐︰見證時間 謝惠聰長老 

15 6月 21日 生活美學：如詩的旅人，如夢的歌者 潘茂涼老師 

16 6月 28日 結業式暨期末座談會 全體學員及同工 

 

一、同工群： 

◎社區部部長：謝惠聰長老 

◎關懷長老：林志芬長老 

◎召集人：林惠萍 

◎餐點預備同工：洪美女、蔡秀卿、莊五妹、吳小貴 

◎課程協助同工：洪哲偉、吳主隆、王秀蓮、李月女、陳美鳳、葉秀緞、黃依文、林冠儀、

蔡幸娜 

二、上課時間： 

09:30-09:50  量體溫、血壓 

10:00-10:10  保健操時間 

10:10-10:25  詩歌讚美 

10:30-11:50  主題時間﹙60-80分鐘﹚  

11:50-13:00  用餐交誼 

三、備註： 

1﹑2018年起，上課以堂數計算，上學期 16堂課﹙3/1-6/28﹚，敬老旅遊將不再列入課程表

中。 

2﹑報名費每月 500元，全期繳清優待為 1800元。無論季繳或月繳，全期報名者即享有敬老

旅遊補助，非全期報名者則不補助。 

3﹑本期 3/15為敬老旅遊，4/5為國訂假日，課程順延。 

4﹑上課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災，則比照公部門停課標準，且不另行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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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2/25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你當聽，當敬畏上帝 

聖經：申命記 6:4-9 

講道：陳俊雄弟兄 

 出席 

獻金 

133人 

7,399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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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暫停 

迦勒小組～11:00於 101教室 新春暫停 

多加小組～11:00於 107教室談心園  新春暫停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新春暫停 

路加小組～11:00禧年館  出席 新春暫停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本堂 101教室  出席 新春暫停 

蒙福小組～13:30一樓談心園  出席 新春暫停 

恩惠小組～14:00本堂 102教室  出席 新春暫停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葡萄園小組～14:00禧年館  出席 新春暫停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新春暫停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勵馨會議室  出席 新春暫停 

盼望小組～9:00 

於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出席 新春暫停 

約書亞小組～13:30於禧年館  出席 新春暫停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1人 

   出席 ― 

2/28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新春暫停 

3/1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放寒假)  出席 ― 

3/2拜五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 101教室  出席 新春暫停 

恩慈小組～20:00本堂 100副堂  出席 新春暫停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新春暫停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新春暫停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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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暫停 

以馬內利小組～20:00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新春暫停 

基要真理班 13:00 禧年館 13:00(第六期 3/10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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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2/18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5人；主日奉獻 3,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