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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約書亞記 1 章 3/29 約書亞記 5 章 

3/26 約書亞記 2 章 3/30 約書亞記 6 章 

3/27 約書亞記 3 章 3/31 約書亞記 7 章 

3/28 約書亞記 4 章 4/1 約書亞記 8 章 

 
 

 

 

 

 

 

 

5 本主日是棕樹主日，本週為受難週 

5 小會接納張映玉的成人會籍轉出 

5 小組訓練第三次課程，主題：小組運作 

5 全教會單獨會主 3/25 起進入約書亞記第 1 章 

5 行政部門報告 

5 第三次聖禮典訂 5/20(主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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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5 日 日 棕樹主日(受難週) 

◆3 月 27 日 二 小組領袖訓練(3) 

◆3 月 30 日 五 

北中西區受難日聯合

禮拜(晚上 8:00/救恩

教會) 

◆4 月 1 日 日 
復活節讚美禮拜/長執

會 

◆4 月 3 日 二 小組領袖訓練(4) 

◆4 月 7 日 六 牧養會議 

◆4 月 8 日 日 
淡江高中學校主日/什

一奉獻主日 

◆4 月 10 日 二 小組領袖訓練(5) 

◆4 月 15 日 日 
大眾傳播奉獻主日/青

少年輔導會議 

◆4 月 17 日 二 小組領袖訓練(6) 

◆4 月 21 日 六 上半年度培靈會 

◆4 月 22 日 日 
設教 61 週年感恩禮拜

/大專事工奉獻主日 

◆4 月 23 日 一 師母會 

 
本週信息：喜樂的人生 

經文：加拉太書 5:22-25 

尼希米記 8:9-12、腓立比書 4:4 

下週信息：終結死亡、靈體復活 

經文：哥林多前書 1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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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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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佇此、2. 是這份疼、3. 感謝耶穌、4. 替我拍破石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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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告白…………………………新的誡命……………………………會   眾 

啟    應………………………啟應文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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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5:22-25；尼希米記 8:9-12、腓立比書 4:4… 司   禮 

讚    美 …………………………阿爸父……………………………第一牧區 

講    道…………………………喜樂的人生…………………………主   禮 

祈    禱 ……………………………………………………………… 主   禮 

《《《《應答上帝應答上帝應答上帝應答上帝的話的話的話的話》》》》 

回 應 詩………………詩第 569 首 我做耶穌的羊羔…………… 主禮/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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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首 願主賜福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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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偉程執事           司琴：楊舒涵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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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榮耀、2. 住在祢裡面+更多充滿、3. 活著為要敬拜祢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加拉太書 5:22-25；尼希米記 8:9-12、腓立比書 4:4… 司   禮 

講    道…………………………喜樂的人生…………………………主   禮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神神神神》》》》 

回 應 詩………………………………………………………………主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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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敬拜團 

默    禱…………………………………………………………………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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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依文 田偉程 王熙銓 ― 

司

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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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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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昱嘉 楊舒涵 陳莉薇 ―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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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玉緞、黃安仁 林惠萍、吳青峯 蘇錦淑、廖弓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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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慧敏/ 

林仁堅、陳建民 

黃于馨/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和聲:DREAM 敬拜團 

田偉程/ 

吉他:陳迦恩 

和聲:撒拉弗敬拜詩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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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青峯 楊舒婷 吳青峯 ―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詹烜炎、莊五妹 ―― 楊明樹、李景峯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王秀蓮、李月女 林恩潔 洪哲偉、陳美鳳 林惠萍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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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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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廠商 外包廠商/煮飯：楊明樹 

愛餐

愛餐愛餐

愛餐預備

預備預備

預備善後

善後善後

善後 

  

 蒙恩小組 打菜：約書亞(一)、善後：盼望、約書亞 

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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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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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栽設計 盆栽設計 

司值長老

司值長老司值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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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

執事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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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瑞娟/廖玉雲、吳青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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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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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5:22-25；尼希米記 8:9-12、腓立比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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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人生喜樂的人生喜樂的人生喜樂的人生))))    

一、 前言： 
1. 聖靈所結的第二種是喜樂的果子，保羅所說的喜樂跟世人追求的快樂
不同，快樂是自然的，喜樂是屬靈的。 

 

 

二、 本論： 
1. 保羅用聖靈的果子來強調基督徒是屬靈性質的人，而一個不屬靈的
人，必定是一個沒有仁愛、毫無喜樂、討厭和平的人。 

 

 

2. 喜樂的內心自然有喜樂的外表，這是基督徒的標記。保羅說：「你們
要因為跟主連結而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四：4）。 

 

 

3. 我們信主的人之所以有真誠的笑容，是因著聖靈在我們身上彰顯，帶
給我們沒有人能夠奪去的喜樂。 

 

 

4. 基督徒喜樂生命的另一個特點是在苦難中猶喜樂。「人若“因我”辱
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
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
這樣逼迫他們。」（太五：11~12） 

 

 
三、 結論 
我們信主的人是因為有了主耶穌，有了祂的聖靈在我們心裡，才使我們成
為有仁愛、有喜樂的人。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快樂」跟「喜樂」有什麼樣的差別？ 

2. 你喜樂嗎？你為甚麼喜樂？你為甚麼不喜樂？ 

3. 小組長再次要求小組員背熟加五：22~23聖靈所結的九種果子，求聖靈幫助把它
們應用在每一天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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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是棕樹主日本主日是棕樹主日本主日是棕樹主日本主日是棕樹主日，，，，本本本本週為受難週週為受難週週為受難週週為受難週 

請信徒兄姐配合思念主受苦受難週靈修 

讀經表(第 10 頁)。信徒在聖週期間當 

存懺悔克己之心，避免喧嘩縱慾，思念 
主為世人受難。 
 

2. 救主復活讚美禮拜救主復活讚美禮拜救主復活讚美禮拜救主復活讚美禮拜 
下主日(4/1)舉行救主復活讚美禮拜，由
敬拜詩班主唱，請信徒兄姐帶全家大小 

及邀請社區朋友來參加。 
 

3. 小會接納張映玉的成人會籍轉出至小會接納張映玉的成人會籍轉出至小會接納張映玉的成人會籍轉出至小會接納張映玉的成人會籍轉出至
台北中會建成教會台北中會建成教會台北中會建成教會台北中會建成教會。。。。 
 

4.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領袖領袖領袖領袖訓練第訓練第訓練第訓練第三三三三次課程次課程次課程次課程 
週二(3/27)晚上 7:15 在主堂上課，主題 

：「小組運作」，請所有參加學員致意 

出席。 
 

5. 下主日下午下主日下午下主日下午下主日下午 1:15 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召開定期長執會議 
，，，，請長執致意請長執致意請長執致意請長執致意。。。。 
 

6. 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 2 月份讀經月份讀經月份讀經月份讀經日日日日 
程表程表程表程表 
3/25 起進入約書亞記第一章，鼓勵兄姐 

持續每日靈修，在神的話語中生命得更 

新。 
 

7. 行政部門報告行政部門報告行政部門報告行政部門報告 
因能夠負擔煮愛餐的同工越來越短少， 

讓承接費時費力煮愛餐的人更加沉重， 
因此教會決定本週起委託東坤中央廚房 

公司(請看公佈欄簡介)協助辦理每週愛 

餐事宜。主日愛餐事工調整如下：煮飯 
由專職同工負責，打菜組：分第一、二 

場負責預備碗筷、打菜，善後組：負責 

洗電鍋、將碗筷放烘碗機〈請個人確實 
將碗筷洗乾淨〉，麻煩各位兄姊一起配 

合，鼓勵兄姊自備餐具，並感謝歷年參 

與愛餐服事的各位同工多年辛苦的付 
出！  

 
8. 3/17 中會檢查中會檢查中會檢查中會檢查 2017 年帳冊通過年帳冊通過年帳冊通過年帳冊通過 
中會財團法人已經將 2017 年個人奉獻 
證明蓋印完畢，本主日起請向冠儀幹事 

簽名、索取。由於補發需至中會用印， 

因此請兄姊務必保存妥當。 
 

9. 第三次聖禮典第三次聖禮典第三次聖禮典第三次聖禮典 
訂 5/20(主日)舉行，欲接受洗禮或堅信 
禮者，請向冠儀幹事報名。 

 
 
 
 
 
 
1. 肢體代禱：  

在家靜養： 
周惠美、吳碧雲(黃淑芬姐母親)、黃
素蘭、楊月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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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吳碧芬姐 3/19-31 因工作出差兩週 
，請兄姐為行程平安順利代禱。 

 
 
 
 
 
 
1. 金城教會陳恆容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金城教會陳恆容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金城教會陳恆容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金城教會陳恆容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

授職感恩禮拜授職感恩禮拜授職感恩禮拜授職感恩禮拜 
本主日下午 3:30 舉行陳恆容牧師就 
任授職感恩禮拜，來帖邀請歡迎兄姊 
參加給予祝福及鼓勵。 
 

2. 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 2018 年受難日聯合聖餐年受難日聯合聖餐年受難日聯合聖餐年受難日聯合聖餐
禮拜禮拜禮拜禮拜 
時間：3/30(週五)上午9:30，地點：艋 
舺教會，詳閱布告欄，3/19報名截止 
，報名洽吳世平長老。 
 

3. 台北中會西三區受難日聯合聖餐禮拜台北中會西三區受難日聯合聖餐禮拜台北中會西三區受難日聯合聖餐禮拜台北中會西三區受難日聯合聖餐禮拜 
訂 3/30(五)受難日晚上 8:00 舉行， 
敬請兄姊參加。◆地點：救恩教會。 
(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60 巷 3 弄 9 號) 

    
4. 2018 馬偕盃籃球聯賽馬偕盃籃球聯賽馬偕盃籃球聯賽馬偕盃籃球聯賽 

總會推動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台
北中會按此精神舉辦籃球友誼佈道，
2018由大專部承接。歡迎信徒兄姊組
隊報名，4/9報名截止，詳閱布告欄。 

    
5. 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 2018 年春季國外靈修年春季國外靈修年春季國外靈修年春季國外靈修 

歡迎松年兄姐踴躍報名，日期：5/4- 
8(週五-二)，地點：日本東北秘境五 
日遊，4/15報名截止，詳洽吳世平長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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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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45,1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1,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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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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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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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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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000元元元元(1/1-3/18)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台南神學院台南神學院台南神學院台南神學院 上週小計：4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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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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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536元元元元(3/18止止止止)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本週四(3/29)松年中心課程由馬偕紀念醫
院安寧病房陳雅伶護理組長主講，講題：
「醫學講座:DNR 和善終」，歡迎兄姐踴
躍參加，因需要請餐點同工預備午餐，請
向惠聰長老報名。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3/29 
醫學講座:DNR 和善終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馬偕社區 

醫學中心 

4/12 聽電影說故事 吳秀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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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由牧區獻詩，所以會前練唱暫停一

次，但會後仍要練唱喔！。 

2. 下週復活節讚美曲目(1)十架頂有憐憫⼂

(2)導我到各各他⼂(3)因為祂復活⼂(4)

同心謳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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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復活節聯合禮拜由撒拉弗敬拜詩
班主領敬拜，敬拜曲目：1. 十字架是
我的榮耀、2. 一世人隨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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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本週 

暫停聚會 

為 4/1  
主日學 

服事預備 

個人 QT/ 
生活分享 

4/1 
聯合禮拜 
暫停聚會 

聯合禮拜 
主日學 
服事 

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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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庭儀老師，4/1：熙銓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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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幸佑老師 

仲晴 
熙銓校長 

沐恩
佩玲 

4/1 青少年牧區 
青少年 
牧區 

主日學
學生 

◆本週故事信息為[不可論斷人]，說明論 

  斷是出於主觀，負面和偏差的結論，有審 

  判和定罪的意思。不但傷害人，也使信徒 

  本身的靈命受虧損，嚴重時會帶來家庭 

  失和，教會分裂。 

◆本週課程目標：上完課後能時時反省自 

  己，不隨便批評人。也用愛心去饒恕和 

  幫助身邊的人。 

◆主日學提醒小朋友，在分班及故事信息 

  中，老師們所教導的，能盡量在每天的生 

  活中實踐出來，以不辜負老師們的諄諄 

  教誨。也請每位老師能強調對小朋友在 

  品格與道德上的勸勉，一起要求小朋友 

  先在禮節上的行為。另外也請家長與小 

  朋友，在家裡練習群組所公布的母親節 

  獻詩曲目，以便及早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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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8 主日講章 

榮光上帝的名榮光上帝的名榮光上帝的名榮光上帝的名    
                                         講師：蔡東旭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 12:20-33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今天很開心代表台南神學院，來到仁義教會的母會-重新教會！其實如果來

到三重，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機會來到重新教會，今天來也不是第一次，感

覺非常地親切！願主的恩典加倍賜福每位弟兄姊妹，同心來禱告。 

1. 麥子的栽種過程：為什麼需要經過死亡？ 

弟兄姊妹，麥子在福音書的記載，特別針對是它的收成：就像末日的審判，要

將麥子和稗子藉著試驗的火分別出來、或是收成的時候篩麥子，將好的選出

來。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是在自然生長的規律-麥子藉著撒種，是落入土壤的裡面！我們都知道種植的

過程要在土的表面澆水、施肥、然後等待種子的硬殼裂開、從土壤的表面探出

嫩芽！ 

    我們觀察麥子如果只是表面這樣看，並沒有看出這粒麥子成長的劇烈變

化！當在土壤裡的麥子，要探出嫩芽，必須先甘願在土裡面，從充滿養分的種

子裡面發芽，這個發芽是一個突破種子硬殼的過程！種子本身都帶著結果子的

養分，來到土壤裡面！突破種子的硬殼，帶來成長，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就

是必須要在土壤裡面藉著澆水和成濕潤的泥土，種子“沈浸”在裡面，藉著浸的

過程，種子的外殼會變軟、朽壞，然後所發的芽可以從充滿養分的種子本身，

努力探出土壤的表面、向著有陽光的方向來生長！ 

    2. 跟隨與服事：不是“信”而已，要“跟隨”！不是“跟隨”而已，要“服事”！ 

    弟兄姊妹，一粒麥子的生長過程，是脫去過去種子的樣式、要發芽成長！

就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也可以說：若是土地持續有水份、天上持續有陽

光、這片土地持續有清氣的空氣，萬事互相效力，是要叫這粒麥子漸漸長出葉

子、茁壯，當然不是！耶穌所說，如果跳過麥子漸漸長大、生出許多子粒的過

程，直接就說到：所出的麥穗在這從過去是麥子、如今成長到它最後的終點-生

出更多麥子，這個過程在耶穌的比喻中，如果要與基督徒成為門徒的路徑相比

較，卻是經過許多步驟。 

    經文 25節說：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

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翰福音一直在強調生命的主題：耶穌說你們心裡

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所以耶穌一在強調：你們要得到生命，就要跟隨耶穌！他

是三位一體的上帝中，可以最親密連結、跟隨的！我們可以隨著他的腳步來

行，因為這不是人所做不到的！但是，耶穌也使他的門徒在這邊知道：不只是

跟隨，而且要服事！ 

    3. 現代的困難：什麼是真正的“跟隨”？展現出信仰不同於屬世的價值觀。 

    我們見耶穌有什麼樣的期待？一九七零年代,安德魯·洛伊·韋伯的音樂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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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萬世巨星”,讓我們再次回想耶穌作為你我生命拯救的羔羊,但卻是用猶大的角

度來看:身邊所有門徒不懂猶大為什麼要出賣耶穌?但是這齣音樂劇中,猶大反而

表現出“我在保護大家啊!耶穌,難道作為上帝之子的你看不出來嗎?”,大齋節期中,

我們在第五個主日要一同來反省的信仰議題是:如何來見耶穌?這個議題也連結

著上週:我們反省了如何仰望救恩?救恩主要是藉著主耶穌來到世界、救恩來自

上帝世世代代對以色列人的管教與保守,或是救恩來自於聖靈上帝那看不見、卻

能彰顯能力的方言、醫治能力?讓我們看到約翰福音當中的”來見耶穌“主題:第

三章尼哥底母在夜半微服出訪,是為了耶穌了解得永生,帶給他解答!第四章的撒

瑪利亞婦人在井邊來見到耶穌,是為了耶穌能賞賜永遠喝了不渴的水!當你我的

生命遇到挫折時,人的盡頭是上帝起頭!哥林多前書 1:22-23猶太人是要神蹟，希

臘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

愚拙！我們期待的，是與一般人不同的。 

〔〔〔〔經文闡述經文闡述經文闡述經文闡述〕〕〕〕 

    1. 死與復活的前奏：拉撒路復活、議論消滅意見領袖，祭司的信仰觀念出

問題。 

    負責服事上帝的人，也常常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先靠自己來面對跌倒、

軟弱，然後得罪上帝！因為嫉妒百姓的意見領袖、來聖殿獻祭的人越來越少，

但是跟著拉撒路、信靠使他復活的耶穌，人越來越多！不可以忽略你身邊一直

陪伴你服侍上帝的人，他可能不是基督徒，可能是你的親人！最需要結出許多

福音子粒的人，首先必須要是你身邊的人。 

    2. 麥子漸弱、突強交織的主題：一粒死了的麥子、結出許多的種子。 

    麥子的發芽過程，一直到出麥穗、結出許多子粒，耶穌用一句話帶過，重

點是一個人的生命中，在信仰帶給我們的逆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

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相信你我在教會的生

活中，在我們的記憶中，一定有許多人，他們生命留下的美好腳蹤！這些人所

持守的這句逆理：拼命為著對方的幸福打拼、自己省吃儉用，小症狀不願意看

醫生！他的言行會留在對方的心中，也在這個被幫助、被付出的人，他的兒孫

世世代代的記憶中。 

    3. 最終主題的震撼：雷聲大作、榮耀降臨、耶穌基督準備受難。 

    這樣留在人心內的感動，你我常常會因為人情世故，記得這些恩情一輩

子，然後不斷地感恩！聽起來每一個學生只要像耶穌一樣付出愛，就可以了！

但是，這時候打雷的聲音，使每個聽耶穌說話的學生都被叫醒：耶穌所付出的

愛，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相愛、代代傳承而已！不要想像得太簡單了！耶穌基督

對我們付出的愛是世人無法比較的：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現在這

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

歸我。耶穌基督受釘十字架、第三天從死裡復活的時候，就是你我知道：我們

的罪已經藉著耶穌一次的獻祭，用祂的寶血洗清氣你我的罪。 

〔〔〔〔現代應用現代應用現代應用現代應用〕〕〕〕 

    我們如果將這段故事與馬偕的宣教做比較，會讓我想起張仁壽先生：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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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湖口教會，兒子張七郎到花蓮鳳林行醫，仁壽醫院幫助鄉里！張仁壽為湖

口張六和族人，在家鄉習得中醫基本學養之後，為求名師指點，並圖發展，便

離開大湖口至竹塹城，一方面行醫，一方面遊學。就在他來到這個陌生城市探

索自己新的人生時，馬偕風塵僕僕出現此地。張仁壽聽過好幾天的街頭傳道，

並且親眼目睹西方拔牙醫術後，向來心胸開闊的他，於是毅然決然地走向馬偕

博士面前，成為竹塹城的第一個基督信徒。當時馬偕負責北台灣宣教工作。決

定以北臺灣為宣教地區後，馬偕經歷了無數被暴民、流氓恐嚇；被丟石頭、砸

糞、扔雞蛋；教堂被拆，甚至在刀口下逃生的險境。然而馬偕告訴上帝：「願

主你今天幫助我，我再一次與你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

所選擇的地方，被你差用，願上帝幫助我。」馬偕在淡水成立了北台灣的第一

所教會;宣教精神深深打動張仁壽，在上帝的指引下，張仁壽和馬偕合作，回到

自己的故鄉大湖口，建立教堂，傳佈福音。先暫時在張仁壽家作禮拜，教堂除

了傳教之外，還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 

    郭希信牧師:牛津學堂的首屆生共有 18 名，後來都受派當過傳道師，而其

中只有 2 名，就是郭希信及陳清和，受聘為牧師。 

    陳清和牧師：陳清和牧師是牛津學堂首屆生之一； 陳和在馬偕宅成婚、

可見他是馬偕牧師及其疼愛的學生，後來的馬偕日記，也是從他很多次的口傳

歷史中來傳承。 

    親愛弟兄姊妹，透過張仁壽、郭希信、陳清和這些出自台灣本土的傳道

人，他們信仰的腳蹤建立的北部教會的基礎，張仁壽先生的兒子張七郎，在花

蓮鳳林用爸爸的名字，建立仁壽醫院！這些信仰的服事、為愛付出犧牲的精

神，是他們深深受到馬偕影響，不將自己成作一粒麥子的責任隨便放棄，是要

突破麥子那種子樣貌的外殼，從種子發芽、也棄捨過去種子那樣只是有利於自

己的身份，更加盡心盡力幫助人，這樣的精神，是從馬偕他所深深相信的耶穌

基督而來！ 

    4. 上帝做阮代代幫助：加爾文的終身呼召、宣教的使命、台灣宣教腳蹤上

帝得榮耀 

    馬丁路德所寫下的歌詞，我們翻譯叫做上帝成為我們每個世代的祝福！華

語叫做：上帝是我們安全的要塞！這個安全的要塞是我們知道成為茁壯、能生

出許多福音子粒的基督徒，有上帝做我們的保護！加爾文的一生為了宗教改革

而活，他的生命就是要實踐一句話：一切是為了上帝的榮耀！這樣宣教的使

命，讓我們看到每個世代興起願意破碎自己的麥子，成為宣教的養分！一個人

信主不只是洗禮牧師的功勞，可能是許多人的破碎，才帶來這使上帝得榮耀的

祝福。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從服事、跟隨看到教會生活不再身陷困境！為上帝的榮耀，下定麥子不死

的決心。親愛弟兄姊妹，願上帝加倍祝福重新教會！是使我們每個弟兄姊妹突

破服事的困境，跟隨耶穌成為一次又一次破碎、卻傑出福音子力的麥子，願上

帝賜福！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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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主受苦受難週靈修讀經表思念主受苦受難週靈修讀經表思念主受苦受難週靈修讀經表思念主受苦受難週靈修讀經表（（（（2018.3.25~4.1）））） 

    基督教會最重要的兩大禮讚就是聖誕節與復活節。「聖誕節」是歡慶

上帝賞賜生命給人類，「復活節」則是歡慶耶穌基督得勝死亡，人類被上

帝回復靈命，被提升進入天國。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世上，以至於受苦受死被釘在十字架上，第三

天從死裡復活，在在表明上帝改變人類生命奇妙的作為。一個罪人得以從

死亡的狀態中，被拯救成為重生得救的人，成為上帝的兒女，這完全是基

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功勞，並且通過祂復活的靈命更新改變人。 

    請看跟隨主耶穌的首批門徒如何從害怕畏縮的人生中轉變成為為復活

基督的福音勇敢踏出去，成為勇敢活躍的宣教士。請看之前那位凶狠迫害

基督跟隨者的保羅，如何被主基督轉變成為堅定不移的基督信仰護衛者。

這若不是出於基督復活的生命力，是不會有如此巨大的轉變！ 

    我們身為主的門徒的人，要如何帶領我們所要帶領的門徒歸主呢 

？他們生命的改變當然不是光靠我們的帶領就能夠成就的，他們的生命若

容不下復活的主基督在他們心裡工作的話，是很難有成效的！我們必須除

了不斷為他們生命的改變迫切禱告以外，也唯有讓復活主內住在他們心

裡，才得以認識及接受那位永生之主。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讀經範圍讀經範圍讀經範圍讀經範圍    附附附附            註註註註    

2018.3.25.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申廿一：22~23； 

書十：26；太廿一：12~13 

棕樹主日 

聖週開始 

2018.3.26.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 

太十二：28~34； 

約十九：17 

 

2018.3.27. 

（（（（週二週二週二週二）））） 

約十三：1~17； 

可十五：21 

 

2018.3.28.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太廿六：26~30； 

路廿三：39~43 

 

2018.3.29.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路廿三：33~49； 

太十：38 

設立聖餐日 

2018.3.30.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約十九：28~30； 

路十四：27 

救主受難日 

（西三區受難日禮拜

於救恩教會） 

2018.3.31.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太廿七：57~66； 

啟二：4~5 

 

2018.4.1.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路廿四：1~12 復活主日 

（救主復活讚美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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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會主經卷介紹單獨會主經卷介紹單獨會主經卷介紹單獨會主經卷介紹：：：：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記記記記 

    

●約書亞記這卷書如何成書約書亞記這卷書如何成書約書亞記這卷書如何成書約書亞記這卷書如何成書？？？？ 

約書亞記不是作者，而是英雄。不過，在傳統上都將本書的資料歸功於約

書亞（書廿四：27）。其中，有些是出自見證人，後來經由編輯者蒐集起

來，成為現有的型式（書四：8~9；七：26；八：28；廿四：28、30）。

「約書亞」這名字原是「何西亞」，意思是救恩。摩西後來把它改作「耶

和書亞」，意思是耶和華的救恩，因此約書亞被稱作耶和華的僕人。 

 

●約書亞其人約書亞其人約書亞其人約書亞其人：：：： 

在出埃及時期，約書亞還是個年輕人，是一個既忠誠又值得信賴的人，後

來成為摩西得力的助手。約書亞與迦勒從迦南地探勘回來時的口頭報告，

顯示他是個有信心與有勇氣的人。約書亞是摩西的繼承者，70歲時才從

摩西的手中接續領導權，110歲時把支派安置在迦南地後便壽終。 

 

●本書卷的目的本書卷的目的本書卷的目的本書卷的目的：：：： 

約書亞記是舊約第二分類歷史書的開始，是一本選民歷史的記錄，記錄有

關上帝的信實與亞伯拉罕守約，帶領以色列民進入應許之地（創十七：

8）。書一：11 就是本卷的主題。約書亞記接在申命記之後，摩西帶領選

民脫離埃及的捆綁，約書亞則帶領選民進入應許之地。 

 

●申命記與約書亞記相互輝映申命記與約書亞記相互輝映申命記與約書亞記相互輝映申命記與約書亞記相互輝映：：：： 

摩西經過紅海，約書亞經過約旦河。摩西帶領以色列脫離捆綁，約書亞帶

領他們進入祝福。摩西給予以色列信心的看見，約書亞帶領他們進到信心

的生活。摩西述說一項傳承，約書亞帶領他們領受產業。 

 

●征服迦南地征服迦南地征服迦南地征服迦南地：：：： 

攻佔土地並不是一件易事，在帶領百姓攻打堅固的城壘，並擄獲耶利哥和

艾的主要城市之後，約書亞更投入攻佔迦南地的中、南、北部地區的長期

戰役。即使約書亞攻無不克，就在安置各支派所得之地的同時，仍有未得

之地未盡的義務（書十三：1）。 

 

●如何理解約書亞記如何理解約書亞記如何理解約書亞記如何理解約書亞記？？？？ 

它雖是一本歷史書，然而對於當今的基督徒仍有所勸勉與鼓舞（來四：

1~11），盼望他們不至於失去要他們得的福份。約書亞記雖講到軍事上的

戰爭和地理上的領土，但我們可以運用這些上帝動工的原則在我們所面對

的屬靈爭戰上與尚待征服的屬靈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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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3/25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喜樂的人生 

聖經：約翰福音 12:20-33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26人 

8,182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96人 

3,068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良善教室 
 
出席 

10人 

迦勒小組～11:00於忍耐教室 17人 

多加小組～11:00 於和平教室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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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 於忍耐教室  出席 5人 

蒙福小組～13:30於良善教室  出席 5人 

恩惠小組～14:00於和平教室  出席 5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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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學生 16人 

155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10人 

盼望小組～9:00於喜樂教室  出席 6人 

約書亞小組～13:30於喜樂教室  出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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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4人 

3/29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副堂  出席 35人 

3/30拜五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良善教室  出席 聯合聚會 14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聯合聚會 14人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8人 

泉源小組～20:00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8人 

3/31拜六 

早禱會 09:00 於仁愛廳  出席 5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10:30於信實教室  出席 7人 

以馬內利小組～20:00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基要真理班 13:00 禧年館 13:00  出席 本週暫停 

撒拉弗敬拜詩班 15: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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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人 

3/18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4人；主日奉獻 1,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