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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 

重陽敬老會重陽敬老會重陽敬老會重陽敬老會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主後 2018 第 41 週 

 

 

 

 

 

 

 

 
 

 

 

 

 

 

10/14 歷代志下 24章 10/18 歷代志下 28章 

10/15 歷代志下 25章 10/19 歷代志下 29章 

10/16 歷代志下 26章 10/20 歷代志下 30章 

10/17 歷代志下 27章 10/21 歷代志下 31章 

 
 

 

 

 

 

 

 

6 本主日為什一奉獻主日 

6 小會公告：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 

6 本主日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 

6 下主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選長執 

6 第八期基要真理班訂 11/2(週五)開課 

6 訂 11/11(主日)舉行第六次聖禮典 

6 訂 11/17(週六)舉行全教會事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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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 日 
重陽敬老會主日/什一

奉獻主日 

◆10月 21日 

(上午 9:00) 
日 

臨時會員和會聯合禮

拜/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青少年輔導會議 

◆10月 27日 六 檢帳 

◆10月 28日 日  

◆11月 3日 六 牧養會議 

◆11月 4日 日 
台神奉獻主日/性別公

義紀念主日/小會 

◆11月 6日 二 中會第四次會議 

◆11月 11日 日 
第六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日 

◆11月 17日 六 事工研討會(台神) 

◆11月 18日 日 青少年輔導會議 

◆11月 25日 日 

感恩節感恩禮拜(感恩

見證:田偉程執事)/ 

全教會服事同工餐會 

◆12月 1日 六 牧養會議 

 
本週信息：長青茂盛 

 

經文：詩篇 92:12-15 

下週信息：實踐大誡命： 

(3)不要評斷人 

經文：馬太福音 7:1-2；18:19-20 
箴言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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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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銓長老          司琴：孫文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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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首 世間眾人攏著恬靜……………敬拜詩班 

詩歌讚美 ………………………………………………………………敬拜詩班

1. 差遣我、2. 一世人跟隨祢、3. 主耶穌知我心 

祈    禱………………聖詩第 334 首 主，求祢憐憫阮…………… 司   禮 

齊    唸……………敬老會齊讀文：人生尚好就是晚年……………會   眾 

交    讀 …………敬老會啟應文：福、祿、財、子、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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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92:12-15……………………… 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主惦我心內，無驚惶自在……………… 敬拜詩班 

講    道 …………………………長青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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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詩第 493 首 人生風雲行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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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賜福…………………………會   眾 

祝    禱…………………………………………………………… 林文良牧師 

阿 們 頌…………………………………………………………………會   眾 

祝福與差遣…………聖詩第 402 首 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敬拜詩班 

默    禱…………………………………………………………………會   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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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會齊讀文敬老會齊讀文敬老會齊讀文敬老會齊讀文 
     

齊唸齊唸齊唸齊唸：：：：人生尚好就是晚年人生尚好就是晚年人生尚好就是晚年人生尚好就是晚年    
 

人生風雲行到晚年，親像彩霞滿天； 

敬虔知足時常吟詩，日子快樂無比。 

人生歲月來到晚年，煩惱掛慮交纏； 

得主恩典安慰扶持，黑暗會變青天。 

銀髮金絲媠的冕旒，流露貴氣芳油； 

義人興旺親像棕樹，代代得主保守。 

活命的花照時常開，樹葉四季青翠； 

松年朋友大家做堆，享受晚年尊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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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福福、、、、祿祿祿祿、、、、財財財財、、、、子子子子、、、、壽壽壽壽 

 

啟：來啊，著來追求上帝的國及義， 

                                                應應應應：：：：世上榮華富貴無通比世上榮華富貴無通比世上榮華富貴無通比世上榮華富貴無通比。。。。    

                 啟：人人攏向望東海福氣， 

                                                                    應應應應：：：：哪知一生哪知一生哪知一生哪知一生勞碌無停時勞碌無停時勞碌無停時勞碌無停時。。。。    

                 啟：請問永遠快樂佇叨位？ 

                                                                    應應應應：：：：來信靠救主耶穌就是來信靠救主耶穌就是來信靠救主耶穌就是來信靠救主耶穌就是。。。。    

                 啟：期待作官靠勢靠力得俸祿，  

                                                                    應應應應：：：：驚大欺小妥協墮落佇罪惡。    

                 啟：著緊反悔呣通作撒但奴僕， 

                                                                    應應應應：：：：盡力打拼互地上作上帝國盡力打拼互地上作上帝國盡力打拼互地上作上帝國盡力打拼互地上作上帝國。。。。    

                 啟：一生勞苦拖磨想欲賺錢財。 

                                                                    應應應應：：：：到尾雙手空空轉去真悲哀到尾雙手空空轉去真悲哀到尾雙手空空轉去真悲哀到尾雙手空空轉去真悲哀。。。。    

                 啟：著趁末日猶未來， 

                                                                    應應應應：：：：擒住擒住擒住擒住天父大仁愛天父大仁愛天父大仁愛天父大仁愛。。。。    

                 啟：為著子女啖鹽搵醋。 

                                                                    應應應應：：：：培養培養培養培養大漢大漢大漢大漢隨人顧前途隨人顧前途隨人顧前途隨人顧前途。。。。    

                 啟：呣知父母流目屎養飼的艱苦。 

                                                                    應應應應：：：：年老孤單無助佳哉有主耶穌年老孤單無助佳哉有主耶穌年老孤單無助佳哉有主耶穌年老孤單無助佳哉有主耶穌。。。。    

                 啟：人生年歲不過是七十，  

                                                                    應應應應：：：：若是勇壯就通到八十若是勇壯就通到八十若是勇壯就通到八十若是勇壯就通到八十。。。。    

                 啟：冥日虔誠祈求南山壽， 

                                                                    應應應應：：：：回顧過去日子多煩憂回顧過去日子多煩憂回顧過去日子多煩憂回顧過去日子多煩憂。。。。    

                                                                啟：近倚救主十字架會解憂愁。 

                 應應應應：：：：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    

                                                            齊聲齊聲齊聲齊聲：：：：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人生苦難只有天父會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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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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桐志執事           司琴：彭昱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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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勒敬拜團 

詩歌讚美 ……………………………………………………………以勒敬拜團 

1. 我要全心讚美、2. 就是這個時刻、3. 不變的應許、4. 謝謝祢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詩篇 92:12-15…………………………司   禮 

講    道…………………………長青茂盛……………………………主   禮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神神神神》》》》 

回 應 詩…………………………………………………………………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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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與你……………………… 以勒敬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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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禮拜

第一場禮拜第一場禮拜

第一場禮拜(

((

(台語

台語台語

台語)

))

) 

  

 

(09:00)

(09:00)(09:00)

(09:00) 

  

 

第

第第

第二

二二

二場禮拜

場禮拜場禮拜

場禮拜(

((

(華

華華

華語

語語

語)

))

) 

  

 

(11:00)

(11:00)(11:00)

(11:00) 

  

 

主日

主日主日

主日聯合禮拜

聯合禮拜聯合禮拜

聯合禮拜 

  

 

(

((

(9

99

9:00

:00:00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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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熙銓 郭桐志 胡瑞娟 ―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孫文宏 彭昱嘉 林  瑋 ―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陳建民、吳炘憶 林玉緞、莊五妹 雷慧敏、王幸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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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碧芬/ 

鼓手:林  瑋 

和聲:以勒敬拜團 

蘇錦淑/ 

林忠堅、林恆欣 
―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許天威、蘇靖雯 

蘇庭儀、蘇宥璇 

郭桐志 ―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劉武松、葉百惠 ―― 王雪美、許棟樑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周美桃、林鐘蜜 陳俞甄 李月女、王秀蓮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煮飯：楊明樹 煮飯：周詳人 

愛餐

愛餐愛餐

愛餐預備

預備預備

預備善後

善後善後

善後 

  

 

打菜:迦恩、迦勒小組(一)、 

橘色思小組(二) 

善後：活水小組 

打菜:路得小組 

善後：想想+感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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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熙銓/雷慧敏、郭桐志 鄭木榮/林惠萍、陳建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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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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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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9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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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茂盛長青茂盛長青茂盛長青茂盛))))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1. 昔日：「人生七十古來稀。」今日：「人生七十才開始。」詩篇九十：
10：「我們一生的年歲不過七十，健壯的可能到八十。」牧者：「年長者
心要“年輕＂，年輕人心要“年長＂。」 

 

 

2. 詩篇九十二篇是一篇用在禮拜中讚美上帝的詩篇，作者描述上帝是一位公
義、仁慈及正直的上帝，並且敘述「義人」，即正直良善的人，而年長者
是最符合「義人」的資格。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年長者性情及信仰像棕樹與香柏樹長青興旺（12~13節）－－ 

1) 棕樹與香柏樹是中東地區很常見的喬木科植物，生命力強，枝葉茂盛， 

，四季長青，以高齡著稱。作者用棕樹與香柏樹形容義人。 

2) 棕樹是一種內在生長的植物，雖然它的外圍材質最長久堅硬，但因為成 

長在內部，中心部份卻是最新生成的，也是最柔軟的。 

3) 香柏樹則是一種由內而外生長的植物，是世上最棒的樹木。所以當香柏 

樹一年年地生長時，它的年輪就一輪輪地往外形成。 

 

 

2. 年長者年老時仍結出果實，茂盛不衰，祝福滿滿（14節）－－ 

約伯記十二：12~13：「年老的有智慧；壽高的有知識。在上帝有智慧和能 

力；祂有謀略和知識。」上帝是深不可測的智慧寶庫，每一個年長者卻是 

這座智慧大寶庫裡的小寶庫。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詩九十二：13~14應許年長者以義人的身份堅立在上帝的聖殿裡，年長者與上 

帝的生命關係是出於耶和華的作為（15節）。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這世代的年輕人與壯年人，要怎樣摸索「老」，要怎樣探索對年老的知識？ 

2. 你所認識台灣的巨木類當中，有哪一種樹木是最適合描述年長者？為什麼？ 

3. 當你老了，頭髮白了，走不動了，每一天你可以怎麼做，讓別人愛你虔誠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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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為什一奉獻主日本主日為什一奉獻主日本主日為什一奉獻主日本主日為什一奉獻主日 
請兄姐預備心走到祭壇前擺上奉獻。 
 

2. 小會公告小會公告小會公告小會公告：：：：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推薦八位執事候選人 
依據 10/7 執事提名投票結果，小會議決提
名八名執事候選人。名單如下：(依姓名筆
劃排序)。 
◆王秀蓮：曾任執事 

◆吳炘憶：會計部門同工 
◆林恆欣：詩班成員 
◆林晏如：詩班成員 

◆林淑彩：詩班成員 
◆徐金蘭：曾任執事 
◆陳翠娥：曾任執事 

◆黃于馨：Dream敬拜團團長 
 

3. 本主日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本主日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本主日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本主日舉行重陽敬老會主日 
本主日禮拜中舉行重陽敬老會，會中贈敬 
老禮金給 70歲以上的松年兄姊。 
92足歲：葉大妹、劉林翠霞 
88足歲：黃鄭網、陳耀永、楊黃素欗 
        秦之喜 
87足歲：劉文連、詹淑美 
86足歲：李麗利、吳碧雲、劉論拱 
84足歲：潘寶珠、粘秋貴 
83足歲：梁美珠、廖嘉松 
82足歲：鍾俊姬、林美德、熊慶芬、林仁真 
81足歲：林泰啟、歐  玉、林陳笑 
80足歲：張陳市、游美瑕、黃愛玉、葉淑蘭 

吳介元、宋春男、廖高輝 
79足歲：熊慶春、蕭月英、曹正義 

78足歲：蘇銀花、姚秀珠、施姬美、潘英珠 

77足歲：林長本、林陳阿麗 
76足歲：章  時、謝美智 
75足歲：李武雄、富健兒、蔡政淵 
74足歲：丁國雄、林志芬、林劉麵、何武清 
        陳惠珠 
73足歲：周信義 
72足歲：吳世平、謝  好、陳吉華        
71足歲：林曾根、潘秀枝 

70足歲：潘茂涼、陳秀玉、周惠美 
 

4. 小會小會小會小會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會訂 10/21(主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上午 

9:00聯合禮拜，改選部份長執：2名長老 
、4名執事。具備長老候選資格名單：王 
秀蓮、田偉程、吳炘達、呂季芳、周美桃 

、林信全、林忠堅、黃漢勇、雷慧敏、廖 
玉雲、熊長榮。執事候選名單如上述 2。 

 
5.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期基要真理班訂期基要真理班訂期基要真理班訂期基要真理班訂 11/2(週五週五週五週五)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上課時間：週五晚上 7:30，上課地點：禧 

年館，課程共六次(11/2、9、23、30、12/7 

、14)，請向辦公室冠儀幹事報名。 

 

6. 第一場禮拜時段中一樓副堂為同步進行第一場禮拜時段中一樓副堂為同步進行第一場禮拜時段中一樓副堂為同步進行第一場禮拜時段中一樓副堂為同步進行
之禮拜場所之禮拜場所之禮拜場所之禮拜場所，，，，為了能維護莊嚴專一的為了能維護莊嚴專一的為了能維護莊嚴專一的為了能維護莊嚴專一的敬敬敬敬
拜拜拜拜不被干擾不被干擾不被干擾不被干擾，，，，敬請兄姐於禮拜中不要穿敬請兄姐於禮拜中不要穿敬請兄姐於禮拜中不要穿敬請兄姐於禮拜中不要穿
越副堂至廁所或其他教室越副堂至廁所或其他教室越副堂至廁所或其他教室越副堂至廁所或其他教室(請走廚房側請走廚房側請走廚房側請走廚房側
門門門門)，，，，亦不要交談亦不要交談亦不要交談亦不要交談、、、、飲食飲食飲食飲食、、、、使用飲水機使用飲水機使用飲水機使用飲水機。。。。 
 

7. 訂訂訂訂 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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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訂訂訂訂 11/17(週六週六週六週六)舉行全教會事工研討會舉行全教會事工研討會舉行全教會事工研討會舉行全教會事工研討會 
11/17(週六)上午在台灣神學院舉行全教會 
事工研討會，請所有長執、各單位首長、小 
組長、輔導、神學生出席。為印製事工研討 

會手冊，請各部主責者將今年度事工報告， 
與配合教會主題明年度的事工計畫(新任部 
長)，在 11/4(主日)以前交給冠儀幹事。 

 
 
 
 
 
1. 肢體代禱 

住院中： 
楊月華、潘榮坤(潘秀枝姐弟弟)。 

在家靜養： 
張陳市、林曾根、邱惠鐘(邱建棋父親)、林
芙美(范順彰弟兄母親)、葉秀緞(阿寶)、李
安(黃淑芬姐兒子)、廖峰楠(廖弓普執事父
親)、黃愛玉、葉萬福(葉陽明父親)、林美
德、葉美德(湯牧師母親)、潘秀枝。 

長照安養： 
李麗利(中興醫院)、楊洪凌(土城健生護理
之家)、張文彬。 

出國工作者：鄭春山(上海)、鄭培宏(日
本)、官翰傑(荷蘭)。 

2. 本週一-二林牧師夫婦前往宜蘭參加西區區
會牧者退修會，請代禱。 

3. 請為張千駿弟兄(感動小組小組員)參選花
蓮市長代禱，求主幫助他的競選團隊。 

4. 愛蘭教會北區蘭僑聯誼會 10月份聚會，訂
10/21(下主日)下午 3:00 於本會舉行，歡迎
長執同工參加，一起關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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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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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週三)上午9:30，地點：馬偕 
紀念醫院九樓大禮堂，10/16報名截止，詳 
洽吳世平長老。 

 
2.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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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22-24(週一~週三)，地點：中華 

電信高雄訓練所，詳閱布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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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長者肌力訓練種子教師培訓年長者肌力訓練種子教師培訓年長者肌力訓練種子教師培訓年長者肌力訓練種子教師培訓 
地點：南門教會，日期 10/29-30(週一-週 
二)上午 8:30-17:00，歡迎有興趣學習且樂 
意協助長者的兄姐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 
 

4. 北中青年事工部北中青年事工部北中青年事工部北中青年事工部 
鼓勵參加由台灣基督精兵協會舉辦之第二
屆夫妻營：婚姻共舞，情緒察覺與表達，時
間：10/26-28(週五~週日)，地點：新竹聖經
學院，詳閱布告欄。 
 

5. 北中議長盃桌球比賽北中議長盃桌球比賽北中議長盃桌球比賽北中議長盃桌球比賽 
日期：11/3(週六)上午 9:00-下午 5:00，地 
點：真理大學體育館桌球場，歡迎有興趣 
的兄姐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50,2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6,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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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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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4,0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14,200元    

 

 

 

◎◎◎◎2018年建堂基金累計年建堂基金累計年建堂基金累計年建堂基金累計2,116,200元元元元(1/1-10/7)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為印尼地震為印尼地震為印尼地震為印尼地震 上週小計：1,000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獻花獻花獻花獻花 上週小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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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36元元元元(10/7止止止止)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員 

10/18 
手機功能介紹與操作

（二） 
陳宗慈師母 

10/25 聽電影說故事 吳秀英老師 

11/1 戶外野餐踏青 
全體學員及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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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預訂在 11/4 舉行 2019 年正副班長 

改選，請各位同工預備心。 
2. 下週獻唱：選曲中。 
 
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1) 撒拉弗敬拜團訂於 10/27 下午 3:00 將改

選團長，請大家一起為改選來禱告。 

2) Dream 敬拜團訂於 10/27 練團後改選團
長一職，請教會弟兄姐妹一同代禱。 

3) 以勒敬拜團於昨天(10/13)練團後舉辦下
一任同工改選，求上帝賜服讓敬拜團在
明年度的服事帶領會眾更加親近神，新
任同工名單下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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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舊約 
跑馬燈 

幸雯姐 

職場經驗
分享 
愛姐 

提摩太 
後書 3 章 

林宜叡 

10/21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提摩太 
後書 4 章 
趙語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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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志宏老師，10/21：弓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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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銘美老師 

秀真老師 

幸佑老師 
紹祈 

智媖老師 
胤樊
允丞 

10/21 

銘美老師 

秀真老師 
幸佑老師 

仲騏 

智媖老師 
聿釗
承瀚 

◆本週主日學課程主題是「以馬內利」，說 

  明以賽亞書第七至十二章引出一個偉大 
  的預言，就是「以馬內利」和祂的國要來 

  臨，世上的政權都掌握在「彌賽亞」手中， 

  唯有深信「以馬內利」的應許，才能帶來 
  更新的盼望及復興。 

◆本週課程目標，在上完本課後，小朋友們 

  能認識主耶穌的形象及救恩，並且確信 
  神隨時與信靠祂的人同在。 

◆主日學進入本年最後一個季度，是迎接 

  聖誕的季節，也是感恩的季節。主日學老 
  師會依據小朋友的出席、回答問題、服事 

  精神、日常生活的表現等，酌予加分，做 

  為提高聖誕禮物購買金額的參考。請家 
  長鼓勵小朋友，一起努力，不僅得到禮 

  物，也會蒙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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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7 主日講章 

忠敬的工人忠敬的工人忠敬的工人忠敬的工人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哥林多前書 4:1-4  

    本主日照原訂進行執事提名投票，從會眾中選出即將在十月 21 日召

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執事的候選名單。十月 21 日當天我們全會眾要選出

部份新任長執，兩名長老，四名執事。長老與執事是上帝所按立及設立的

職份，是教會的元首基督所託付的，教會賦予受選的長老與執事特權來與

牧師，以及所有長執所組成的領導團隊同心同工，牧養及治理主的教會，

也因著這樣的特權去行使教會所賦予特殊的責任，去建造上帝的國度。 

    使徒保羅勉勵哥林多教會他所鍾愛的兒女，要他們想到保羅、彼得、

阿波羅的時候，不是某某黨派的領袖，在當時的確有樹立各種不同派別的

領袖，而是基督的僕人。僕人乃是按著主人所吩咐的去做，同樣地，身為

主的僕人的我們也必須按著上帝在聖經裡所吩咐的去做。我們的上帝是滿

有豐富的上帝，每一天祂都面對我們人的需要，給予我們機會，並且挑戰

我們按著所知道對的事去做。  

    我把十月 21 日召開會員和會改選長執的信息拉到今天一起來講，因

為十月 21 日那個主日我要講有關實踐大誡命的第三篇--不要評斷人。各

位，我們所要選出的長老、執事，比較不是要選出一個位置、一個抬頭

（尊稱）、或是一個階級，從來不是。雖然歷史至今，有好些人是利用長

老及執事的職權，導致傷害主的教會的結果。然而，我們要選出主的工

人，也就是說選出來的長老、執事，要成為主所重用的工人，以及成為帶

領教會的領袖。也因此，身為長執的人絕不可缺少兩項因素：忠與敬，缺

一不可。 

    一一一一、、、、忠心於主忠心於主忠心於主忠心於主（（（（1~2 節節節節）：）：）：）：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主耶穌強調主的僕人或管家沒有忠心是不蒙悅納的主耶穌強調主的僕人或管家沒有忠心是不蒙悅納的主耶穌強調主的僕人或管家沒有忠心是不蒙悅納的主耶穌強調主的僕人或管家沒有忠心是不蒙悅納的（（（（太廿五太廿五太廿五太廿五：：：：

21）。）。）。）。讓我們全會眾選出忠於上帝的人。其實，事奉教會人人都可以做，

所謂信徒皆祭司、人人皆祭司、或萬民皆祭司，應該說我們不只是祭司，

聖經說我們更是君尊的祭司。更何況要與牧師同工當長執的人，若沒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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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必不蒙悅納，這也說明主耶穌所強調的，【台】「伊的主人給伊講：『好

啊，好閣盡忠的奴僕，你佇少的已經盡忠，我欲設立你來管多的；通入你

的主人的快樂。』」【華】「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

樂。』」（太廿五：21）請注意，無論聖經所講的“盡忠”或 “忠心”也

好，耶穌都重複一次，講了兩次，表示很重要。 

    其次其次其次其次，，，，不可輕忽主所交託給我們的恩賜不可輕忽主所交託給我們的恩賜不可輕忽主所交託給我們的恩賜不可輕忽主所交託給我們的恩賜，這些恩賜其實就是聖經所說

的“奧秘事”，也就是“上帝的奧秘”。恩賜是我們可以向上帝求得的，

好比所羅門在治國前向上帝求得判斷的智慧，耶和華就賞賜給他。也許，

上帝的奧秘對於未信者來說，仍然隱藏著，但是已經託付給基督的身體主

的教會我們了！ 

    基督徒在世上都各有其專業、專長、技能或嗜好，若肯將這些擺上，

分別為聖，它們必被上帝轉化成為各樣的恩賜，為主所用。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我們必須向主盡忠我們必須向主盡忠我們必須向主盡忠我們必須向主盡忠。。。。“盡忠”表示我們無法全然忠心，耶穌並

沒有說“全忠”或“百忠”，也因此一個主的工人，只有在心感到軟弱不

足之下，這些恩賜才不致受忽略，並且盡力成為主的忠僕。 

    我深信，“忠心”是一個委身服事上帝的人在關鍵的品格，因為忠心

與教會所託付他們完成的責任成正比。基督的命令建造教會是團隊（即十

二門徒），不是透過個人，團隊能成就個人所不能成就的事。基督看重團

隊事奉，絕對是看重團隊的忠心事奉。 

    牧者挑戰每一位信徒兄姐，無論得時不得時都為著主名勇敢去承擔呼

召去服事主、服事教會，上帝必然在一個成熟生命的季節裡提升你。好比

舊約的信仰人物約瑟，一開始上帝就設立他當宰相，他乃是從當奴僕開

始，後來上帝提升他當管家，後來上帝又提升他當典獄長，約瑟凡事盡忠

以對。最終，上帝提升他作埃及的宰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各位，請改變你的想法，千萬不要存著這樣的一個想法：我要等到被

選上當執事，具備權位之後，我才要開始去事奉。很遺憾地，往往沒有那

樣的時刻。所謂“權”與“責”其實是相連的，上帝賦予你一項權柄去事

奉，你也就領受了一份責任去完成。當你能夠完成一份小小責任之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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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進而賦予你一項更大的權柄去事奉。一個人就是在權與責兩者之間互相

效力之下，不斷地被提升。 

    二二二二、、、、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敬畏上帝（（（（4 節節節節）：）：）：）： 

    請注意，作主工人的使徒保羅，毫不懼怕別人對他的論斷攻擊。許多

時候，我們作主工人的人太在意別人口中的是非論斷。保羅絲毫不懼怕的

原因基於「判斷我的乃是主」（【台】獨獨批評我的就是主）（4節）。當我

們說敬畏上帝時，就好比我們台語說“驚畏上帝＂。 

    初代教會時期也出現一位希律王，這個希律王（徒十二章）並不是一

位為人民謀福利的政治家，而是一位極為惡劣的政客，奉承民意。我們看

到有三位希律，頭一位是大希律，他是耶穌誕生時當政的王，下令殺死全

國一歲以下的男嬰，兇殘至極。第二位是大希律的兒子希律．安提帕，他

下令砍頭施洗約翰，同樣兇殘。第三位是希律．安提帕的兒子希律．亞基

帕，他下手苦害教會中的領袖，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當他看到這樣

的舉動令猶太人喜歡，他繼續又去抓彼得。一個事奉主的領袖若過份在意

大眾的意見，那他就很難聽命於主。 

    曾聽過有些人很誇耀自己：「我個人很在意別人的意見。」有時候，

這樣的話不是基於敬畏上帝，而是基於自傲。怎麼說呢？在主的教會裡，

若故意規避不用上帝的話語來服事的時候，而一味講逢迎人的話的時候，

便不討上帝的喜悅，自然就有意或在意尊重人的意見過於上帝的話語。 

    當長執的人必須把上帝放在首選，永遠是長執在事奉上優先的考慮。

無論任何計畫或成果，上帝總是首先分享的對象。我從天父上帝領受向所

有的長執致感謝的話：我們的父神上帝非常謝謝你們為祂及祂的教會忠心

的付出，無論是你們的全人、夫妻、全家、時間、金錢及一切不求回報的

付出，上帝都記念。換言之，當長執的人不是在當民意代表，長執是上帝

揀選的，祂把群羊託付給你們牧養照管，透過你們所做的來向上帝負責。 

    今天我們所做的一切，將來有一天我們都必須在上帝面前交差，並且

從祂那裡得著獎賞。凡敬畏上帝的人，必然愛主的教會。讓我們一起在主

面前來選出作忠心敬畏主的工人，透過他們手裡所作的工討上帝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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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 
一、 時間：主後 2018 年 10 月 21 日主日上午 9:00 聯合禮拜後 

二、 主旨：召開臨時信徒會員和會 

三、 出席：全體在籍現有陪餐會員。 

四、 議案： 

（一） 新任長老選舉，應選 2 名長老。任期屆滿長老：王熙銓、鄭木榮。 

（二） 新任執事選舉，應選 4 名執事。任期屆滿執事：田偉程、吳炘達、吳青峯、林玉緞。   

五、 會員名單如下，姓名若有遺漏的，請向小會書記補正。 

六、 請為新任長執改選聖工代禱。 

小會議長：林文良  

小會書記：黃依文  

主後 2018 年 10 月 7 日  

1. 籍在人在會員：共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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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炘達 吳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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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季芳 呂福來 宋秀真 宋春男  宋國雄 李月女 李志宏 李武雄 

李彥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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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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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曾根  

林榮彬 林 瑋  林劉麵 林誼孟 林鐘蜜 邱竹筠 邱建棋 邵淑玲  邵淑蓉 邵淑惠  施柏綱 

施姬美 施淑梨 洪美女 洪哲偉 洪雅婕 胡瑞娟 范素鐘  范順彰  徐金蘭 秦之喜  高于涵 

高榮樹 高國維 張宇姍 張 青 張美麗 張陳市 張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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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莉薇  陳清宏 陳清松 陳惠容  陳惠珠 陳偉益 

陳隆恩 陳翠娥 陳耀永 彭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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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筱瑋 黃漢勇 黃鄭網 黃麗卿 楊明樹 

楊舒涵 楊舒婷 萬中錢 萬以琳 葉大妹 葉百惠 葉淑如 葉淑芬 葉淑蘭 葉陽明 詹重信 

詹烜炎 詹淑美 雷慧敏 廖弓普 廖玉雲 廖純雅 廖高輝 廖 娥 熊長榮 熊佳恩 熊慶芬  

熊慶春 劉武松 劉家蓁 劉詠綺  劉淑惠 劉嘉雪 劉錫分 歐 玉 潘秀枝 潘英珠 潘慧君 

潘寶珠 蔡宜婷 蔡秀卿 蔡幸娜 蔡政淵  蔡淑閔  鄭木榮 鄭惠珠 錢 潛 賴淑慧  蕭月英 

蕭加恩 蕭金盆 蕭亞倫  蕭銘美 謝 好 謝佳臻 謝美智 謝惠聰  謝雅清 鍾俊姬 顏靜芬 

蘇筠茹 蘇靖婷 蘇銀花 蘇錦淑 蘇耿宏 蘇靖雯 蘇庭儀 蘇宥璇 蘇雅恩  楊黃素欗  
 

2. 籍在人不在會員：共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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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志強 吳幸珍 吳松霖 吳家宇 吳珮蓉 吳國禎 吳敏玲 

吳淑芳 吳傑賢 吳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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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文隆 官玉霞 官翰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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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瑞星 林瑞祥 

林碧珠 林慧美 邵淑雅 姚英珠 姜瑾燕 施貝佩 柯丹青 柯麗琪 洪榮宏 洪億玲 胡志宏 

胡明惠 胡慶昇 翁中亮 張文華 張文彬 張文雄 張甲一  張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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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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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惠 陳雅之 陳瑞鳳 陳 慧 陳儒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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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愛玉 黃競德 楊玉英 楊月華 

楊惠行 楊惠娟 楊瑞祥 葉秀緞 葉庭豪 葉淑液  葉勝聰 詹貴州 董基隆 廖嘉松 廖慶祥 

廖慶裕 廖麗娟 熊淑玲 劉文連 劉文勇 劉凱倫 劉凱琍 劉瑪琍 劉論拱  劉麗琍 楊洪凌 

歐陽宇  潘大立 潘榮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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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至惠 蕭淨方 蕭雅國 蕭銘興 賴柳糸 

賴逢春 謝振昭 謝文一  謝 競 謝雅娟 謝憫震 鍾昌宏 簡綿綿  顏玉郁  顏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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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0/14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長青茂盛 

聖經：詩篇 92:12-15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15人 

9,240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3人 

7,300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良善教室 
 
出席 

7人 

迦勒小組～11:00於忍耐教室 14人 

多加小組～11:00於和平教室  8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9人 

路加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6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於陳清松執事家  出席 6人 

蒙福小組～13:30於良善教室  出席 7人 

恩惠小組～14:00於和平教室  出席 6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葡萄園小組～14:00於禧年館  出席 3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5、學生 15人 

550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3人 

盼望小組～9:00於喜樂教室  出席 6人 

約書亞小組～13:30於溫柔教室  出席 6人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21人 

活力學習營 陶笛班～13:30禧年館  出席 本週暫停 

10/17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5人 

10/18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  出席 敬老旅遊 77人 

10/19拜五 

基要真理班 19:30   出席 ―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忍耐教室  出席 6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8人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於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6人 

泉源小組～20:00於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10/20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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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 

以馬內利小組～20:00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撒拉弗敬拜詩班 10: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以勒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2人 

DREAM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10/7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9人；主日奉獻 3,6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