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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 

國內外宣道國內外宣道國內外宣道國內外宣道    

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    

                              主後 2019 第 3 週 

 

 

 

 

 

 

 
 
 

 

 

 

 

1/20 詩篇 11 篇 1/24 詩篇 15 篇 

1/21 詩篇 12 篇 1/25 詩篇 16 篇 

1/22 詩篇 13 篇 1/26 詩篇 17 篇 

1/23 詩篇 14 篇 1/27 詩篇 18 篇 

 
 
 

 

 

 

 

 

5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5 訂 1/27(下主日)召開定期會員和會 

5 本主日下午舉行全教會大掃除 

5  2019年單獨會主靈修讀經 QT記錄方式 

5 訂 1/26(本週六)舉行 2018年度檢帳 

5 第二次聖禮典訂 3/10(主日)舉行 

5 訂 3/14舉辦教會春季敬老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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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日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青少年輔導會議/全教

會大掃除 

◆1 月 26 日 六 檢帳 

◆1 月 27 日 日 
定期會員和會；主日聯

合禮拜 

◆1 月 29 日 二 領袖之夜 

◆2 月 3 日 日  

◆2 月 5 日 二 新春稱謝聯合禮拜(9:00) 

◆2 月 10 日 日 什一奉獻主日/長執會 

◆2 月 17 日 日 

原住民事工奉獻主日/

小組專講，講師：潘純

冕牧師/青少年輔導會

議 

◆2 月 23 日 六 補班補課 

◆2 月 24 日 日  

◆2 月 26 日 二 領袖之夜 

◆2 月 28 日 四 

~3/1 生命更新營會

(E1)，地點：台灣神

學院及衛理福音園 

本週信息：典範的教會 

 

經文：帖撒羅尼加前書 1:1-10 
 

下週信息：主手中的泥 

 

經文：約翰福音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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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詹烜炎長老           司琴：蔣毓方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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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眾 

詩歌讚美 ………………………………………………………………敬拜詩班

1. 差遣我、2. 祢的話、3. 聖會獨一的地基 

祈    禱………………聖詩第 334 首 主，求祢憐憫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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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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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加前書 1:1-10………………… 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 ……………………來，信徒同吟講………………………敬拜詩班 

講    道 ……………………「典範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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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首 我有至好朋友……………主禮/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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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報告…………………………………………………………………司   禮 

釋放祈禱…………………………………………………………… 林文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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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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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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詹烜炎長老          司琴：楊舒涵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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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敬拜團 

詩歌讚美 ………………………………………………………DREAM 敬拜團 

      1. 永遠唯一的盼望、2. 禱告的大軍、3. 順服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 …………………帖撒羅尼加前書 1:1-10………………… 司   禮 

講    道 ……………………「典範的教會」……………………… 主   禮 

《《《《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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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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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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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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午

上午上午

上午 9:00)

9:00)9: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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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午

上午上午

上午 11:00)

11:00)11:00)

11:00) 

  

 

定期會員和會

定期會員和會定期會員和會

定期會員和會；

；；

；主日聯合禮拜

主日聯合禮拜主日聯合禮拜

主日聯合禮拜 

  

 

(

((

(上午

上午上午

上午 10:00)

10:00)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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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烜炎 林信欣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蔣毓方 楊舒涵 林  瑋 ―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周美桃、林鐘蜜 吳碧芬、郭映麟 周美桃、林鐘蜜 ―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蘇錦淑/ 

林忠堅、林恆欣 

黃于馨/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DREAM 敬拜團 

吳千鶴/ 

彭瑞旺、林淑氣 
―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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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美、許棟樑 ― 詹烜炎、陳翠娥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李月女、王秀蓮 陳俞甄 

李月女、王秀蓮 

林玉緞 

―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包子 煮飯：張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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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小組(一)；蒙恩小組(二) 

善後：活水小組 

打菜：路加小組 

善後：泉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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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惠聰/林惠萍、蕭銘美 黃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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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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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加前書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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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的教會典範的教會典範的教會典範的教會))))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1. 有哪一間教會是使徒保羅唯一一次稱讚她是希臘地區眾教會的模範教會，讓
我們今日教會學習的？帖撒羅尼迦教會。 
 
 

2. 帖前一：3 說：「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工
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信心的功夫： 
對基督徒來說，在一切屬靈事上，耶穌基督是所有可頌讚之事的本質與縮影。
耶穌基督在祂世上的一生完全成就父上帝的旨意，保羅在世上也是這樣服事上
帝。 
 
 
2. 愛心的勞苦： 
首先，保羅和西拉來到帖撒羅尼迦傳福音時，產生了這間教會（徒十七：
1~10）。其次，保羅稱讚他們跟他自己一樣承受愛心的勞力——受同胞的迫
害、命定受患難。最後，保羅在帖前第三~四章講到他們有彼此相愛的心、愛
眾人的心，以及像保羅愛教會的心。 
 
 
3. 盼望的忍耐： 
帖前一：10 與帖前四~五章可以看出他們盼望的忍耐的這項特質。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這三項特質是教會共同體，以及每一位成熟長大的基督徒的表現——信心的功
夫、愛心的勞苦、盼望的忍耐。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帖撒羅尼迦教會遭受哪方面的迫害或患難？ 
2. 在信心的功夫、愛心的勞苦、盼望的忍耐這三項當中，你個人最欠缺的是哪一種？

為甚麼？ 
3. 我們重新教會可以怎樣具體學習帖撒羅尼迦教會的這三項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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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宣道國內外宣道國內外宣道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 

請兄姊為總會事工代禱、關懷及奉獻。 
 

2. 訂訂訂訂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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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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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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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兄姐帶不 
再使用的乾布或大毛巾。打掃區域分配 
如下： 

(1) 廚房刷地及餐具清洗、良善教室： 
   恩惠小組、蒙恩小組、蒙福小組。 
(2) 副堂、男女廁所： 
   路得小組、路加小組。 
(3) 二樓(含擦椅子)、二樓陽台及門窗 
   、雨遮天溝：盼望、橘色思、感動 
   、約書亞。 
(4) 三樓、音控室及印刷室、屋頂天溝： 
   活水小組、泉源小組。 
(5) 禧年館：兒童牧區。 
(6) 喜樂、和平、忍耐教室、財務室、樓 
   梯間、信實教室： 
   恩典小組、恩慈小組。 
(7) 佳音館：以馬內利、想想小組 

 
4. 基要真理班第四次課程基要真理班第四次課程基要真理班第四次課程基要真理班第四次課程 

本週五(1/25)晚上 7:30 在禧年館上第 
7~8 課，請學員致意出席。 
 

5. 單獨會主靈修讀經單獨會主靈修讀經單獨會主靈修讀經單獨會主靈修讀經 QT 記錄方式記錄方式記錄方式記錄方式，，，，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起以五個題目作為每日會主靈起以五個題目作為每日會主靈起以五個題目作為每日會主靈起以五個題目作為每日會主靈修記錄修記錄修記錄修記錄。。。。 

願每一位信徒兄姐每日讀願每一位信徒兄姐每日讀願每一位信徒兄姐每日讀願每一位信徒兄姐每日讀主的話主的話主的話主的話，，，，默想默想默想默想 

主的話主的話主的話主的話，，，，實行主的實行主的實行主的實行主的話話話話。。。。 
 

6. 2018 年度檢帳年度檢帳年度檢帳年度檢帳 

1/26(週六)進行教會財務、社區牧區財 
務的檢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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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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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以前 
儘快向幹事報名。 
 

8. 訂訂訂訂 3/14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教會春季敬老旅遊教會春季敬老旅遊教會春季敬老旅遊教會春季敬老旅遊 

(1) 上午褔隆草嶺古隧道(健走觀海景) 
 

 
午餐：國宴主廚辦桌合菜(吉祥客棧) 
下午龍潭湖及悠活園區(環湖喝咖啡) 
→亞典菓子工坊→晚餐宜蘭特色便當 

(2) 時間 07:30 出發，預定 19:00返回三重 
(3) 參加人數：兩部車共 80 人 
(4) 參加費用：60 歳以上會友及看護者每 

人 500元。其他會友每人 700。6足歲 
以下兒童免費，小學以下(含)300元。 
松年中心補助 100元(限全期報名會員) 
，牧區補助 100元。 

(5) 報名日期：第一階段(即日起)60歲以上 
以上會友及看護者(行動不便者及 75歲 
以上會友則有－名照護者陪同)費用 500 
元。第二階段 60歲以下會友和非會友 
及家屬。 
 

9. 本會訂每月最後一週本會訂每月最後一週本會訂每月最後一週本會訂每月最後一週的禮拜二晚上的禮拜二晚上的禮拜二晚上的禮拜二晚上
7:15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領袖之夜領袖之夜領袖之夜領袖之夜 

1/29(週二)晚上 7:15-9:00舉行領袖之夜 
，請所有長執、各單位首長、牧區區長 
、小組長、副組長務必參加。 
行程安排如下： 
19:30~19:45敬拜讚美 
19:45~20:00經歷主 
20:00~20:20 牧師信息 
20:20~20:40 同心仰望 
20:40~21:00團隊時間 
 

10. 2019 年度獻花奉獻登記年度獻花奉獻登記年度獻花奉獻登記年度獻花奉獻登記 

請兄姊踴躍在一樓公佈欄登記「2019 
年獻花」。 

 
 
 
 
 
 

1. 肢體代禱 

住院中： 
陳文潛(許月菊姐先生)。 
在家靜養： 
潘榮坤(潘秀枝姐弟弟)、杜宛玲、 
楊月華、張陳市、葉秀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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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交通

肢體交通肢體交通

肢體交通&

&&

&代禱事

代禱事代禱事

代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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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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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會青年事工部主辦，時間： 

2019/2/7(禮拜四)~2/10(禮拜日)，歡 

迎青少年或社青踴躍報名，詳閱布 

告欄。 
 

2. 第第第第 35 屆屆屆屆(2019)台灣愛修會台灣愛修會台灣愛修會台灣愛修會 

由台灣基督教愛修會主辦，歡迎會友 

兄姐踴躍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 

時間：2019/2/25-27(禮拜一~三) 

地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學院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217,1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4,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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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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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7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5,0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178,000元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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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00元元元元(1/1-1/13)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 上週小計：7,000元    
 

 
獻花基金奉獻獻花基金奉獻獻花基金奉獻獻花基金奉獻 上週小計：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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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036元元元元(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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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已進入新的一年，祝各位同工新年 

快樂，期盼在 2019年各位同工的擺
上能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II 下週獻唱：上帝做阮代代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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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聯合禮拜由敬拜詩班主領敬拜。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七七七七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牧區近期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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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遵行基督
的命令 

-幸雯姊 

愛姊& 

佩蓉姊 
全教會 

大掃除 

1/27 

憐恤窮困
的人 

-幸雯姊 

聯合禮拜- 
故宮之旅 
(到 17:00) 

以弗所
書 5、6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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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聖經故事主題： 

  約瑟與家人團圓 

  1/27：聖經故事主題： 

  摩西 

◆主日上午9：10-10：40於禧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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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秀真老師/ 

仲騏 
曉芳老師 

紹祈
祈帆 

1/27 
幸佑老師/ 

仲晴 
佩蓉老師 

仲騏
胤銘 

◆本週主日學課程主題為「司提反殉道 

  」，說明司提反的死，震撼了耶路撒 

  冷眾教會，在這一波的逼迫行動中， 

  許多門徒都分散到各地去，於是，福 

  音的使命也因此向外展開。 

◆本週課程目標，期許小朋友說出司提 

  反殉道所帶來的影響力，並從司提反 

  的見證中更堅定自己的信仰。 

◆2/3主日當天為除夕前一天，為了考量 

  有些小朋友要跟著父母返鄉過年或外 

  出旅遊，當日主日學暫停乙次 ; 小朋 

  友若當天來教會，則可與父母一同參 

  與主日禮拜，一起敬拜讚美神。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本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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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3 主日講章 

全無虧欠全無虧欠全無虧欠全無虧欠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羅馬書 3:23 

彼得前書 3:18  

    本主日舉行今年度第一次聖禮典，牧者盼望每一個人今天參加這聖禮

典，你的罪過（因為人人都是罪人）都蒙主赦免洗清，經驗重擔皆脫落！

我們相遇及認識、敬拜及事奉的這位上帝和先知彌迦所經驗的那位上帝是

同一位的，他說：「上主啊，沒有其他的神明能跟祢相比；祢赦免了劫後

餘生的子民。祢不長久懷怒，卻以不變的愛待我們。祢要再一次以仁慈待

我們。祢要把我們的罪放在腳下踩碎，拋入海底。」（彌七：18~19）我們

堅定相信這樣一位仁慈赦罪的上帝，並且必從祂經驗赦罪的喜樂！ 

    2019 年我們教會在單獨會主靈修上有稍稍更動，就是在 QT 記錄方式

上的改變。我們剛好開始讀詩篇，這是很好的起步！我相信比《單獨會主

靈修日誌》更容易上手，更生活化。各位，你帶領門徒的第一件事，就是

帶領他靈修，帶領他怎樣靈修，唯有你自己親身靈修，他才會跟著你靈

修。請你每一天記錄下列五個主題—— 

1.簡單的描述這段經文的重點簡單的描述這段經文的重點簡單的描述這段經文的重點簡單的描述這段經文的重點。。。。 

→聖經是上帝祂自己已經說出來的話語，把你剛讀過的這一章經文，用一

句很簡要的話說出它的重點是甚麼。 

2.最喜愛的一節經文最喜愛的一節經文最喜愛的一節經文最喜愛的一節經文(領受領受領受領受)。。。。 

→在這一章裡面，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節經文把它抄寫下來。 

3.怎麼透過經文應用在生命和生活中怎麼透過經文應用在生命和生活中怎麼透過經文應用在生命和生活中怎麼透過經文應用在生命和生活中(領受的心得領受的心得領受的心得領受的心得)。。。。 

→聖經白紙黑字的文字叫作〝Logos〞，當你讀了領受了，經由 QT 把它轉

化為祝福你自己及祝福別人，並且轉化為改變你自己，影響他人的生命的

話語，叫作〝Rhema〞。把這一章經文要怎樣應用在你個人生活中的心得

簡要記下來。 

4.使用經文來禱告使用經文來禱告使用經文來禱告使用經文來禱告。。。。 

→當你對聽了上帝的話語，你也告訴祂、回應祂，因此用一節或一小段經

文寫簡短的禱告詞，作為你的禱告。 

5.分享在靈裡對經文的感動分享在靈裡對經文的感動分享在靈裡對經文的感動分享在靈裡對經文的感動(聆聽神的聲音聆聽神的聲音聆聽神的聲音聆聽神的聲音)。。。。 

→聖靈現正在向你內裡的靈說話，你的靈聽見了，浮現出的第一個意念，

請直覺地寫下當下那樣的靈感。 

    請各位猜，你我活在這世上最渴慕什麼？“愛”――愛與被愛。要這

兩者做好、做完全，我個人覺得真是不容易啊！事實上，在這世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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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能夠全然愛人，包括我當子女的父親的人，我的愛有限，我承認自

己的虧欠，我的兒子曾經對我的愛不滿，就好比我從前曾經對我父親的愛

感到不滿一樣。我敢說不只是我，沒有一個人能夠對自己所得到的愛感到

滿足！這就說明為什麼這世上有許多人會自我放棄，甚至一些人殺害自

己，因為他們認定這世上沒有人愛他們，生命沒意義，最後只好選擇走上

絕路！這是很錯誤的了解，因為上帝創造人有祂的旨意命定，祂早已給了

世人一個出口。 

    其實，一個人只要活在這世上，有一位真神上帝絕不會不愛他們！我

對 316 這句話體驗最深刻：「上帝愛世人（我），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我），叫信祂的（我），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當我把 316 這句話套

在我身上，我讀了、聽了、感受到了上帝愛！各位，我們所居住的這個世

界是上帝所創造的，唯有人類是上帝按著祂自己的形像及樣式造成的，上

帝豈能不愛嗎？在宇宙萬物當中，他最愛人類了。所以，得著永生第一個

要訣就是我知道有一位充滿大愛的上帝祂愛我，祂愛我遠超越我的親生父

母愛我。 

    我們即將領受聖餐之前，讓我們思過反省自己，思想聖經說：【台】

「因為眾人已經犯罪，上帝的榮光得無著。」（羅三：23）那麼，人犯了

什麼樣的罪？凡做不義的事，出於內心無形罪惡念頭的事情，好比貪心、

邪惡、奸詐、歹目、誹謗、驕傲猖狂過…..等等（可七：21~23）。這些內

在人較不易察覺的罪，誰沒犯過？更不用說由內而外人已經做出來明顯不

義的罪行，好比惡毒、滿滿怨妒行兇、相爭、臭心行、做講尻脊後話的、

怨恨上帝的、侮慢的、品嗙的、造作歹代的、忤逆父母的、無明理的、無

守約的、無親人情的、無憐憫的歹代（太五：27；箴六：16~17；申五：

19）。很嚴肅地，我們既然知上帝的擬斷行這些事情的人應該死，與別人

所行沒有差別，是得不到上帝的榮光。 

    上述思想上、行為上的惡事都是罪，而最大得罪上帝的是不將上帝當

作上帝，卻去拜虛假偶像神明。羅馬書一：21~25 記載有三件敵對上帝的

事→人生命的苦毒，→人靈魂體的死亡―― 

【台】 

1.人既然識上帝，若是無榮光伊做上帝，亦無感謝伊。 

2.人將未敗壞的上帝的榮光，來換會敗壞的人及禽獸、蟲虫道諸個像的款

式。 

3.人用上帝的真換做假，敬拜服事受造的物，卡過頭佇造物的主。 

【華】 

1.人雖然知道上帝，卻不把榮耀歸給祂，也不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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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不敬拜永生的上帝，反而去拜偶像，就是那些仿照必死的人、飛禽、

走獸、爬蟲等形狀所製造出來的。 

3.人放棄了上帝的真理，寧願接受虛謊，敬奉被造之物，而不敬奉造物之

主。 

    得著永生第二個要訣就是承認我有罪，已經得罪上帝，得罪人。詩篇

四十三：5 說：【台】「我的心啊，你啥事鬱悴（憂悶）？…….你著向望上

帝，因為我猶久欲謳咾伊……」【華】「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

面煩躁？應當仰望 神，因我還要稱讚他。」各位，鬱悴（憂悶）只有兩

個理由：1.如果一個人還沒得救，就有理由鬱悴（憂悶）。2.如果一個已經

得救了的人，仍然活在罪中，那麼一定會鬱悴（憂悶）的。上述這樣的人

鬱悴（憂悶）罪的結果，虧欠了上帝的榮耀（羅三：23）。 

    2014 年 10月 15 日我跟一位長老一起到一位曾擔任廟委員的老弟兄

的家談處理他要除偶像的事。這位老弟兄內心鬱悴，因為兒女都信主，兒

女勸他要信主，將來全家在天國相聚。老弟兄知道自己拜神明那麼久，沒

什麼效果，將來兒女也不可能拜他。在談論之後，他做了三個決定：除掉

家中的偶像、告訴親友不再拜公嬤、要信主受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

在談論時，老弟兄表示可惜那些除掉的神明像還可以給人用，他的女兒在

他身旁極力告訴爸爸那些神明像不要再給別人拜了！老弟兄閉上眼睛安靜

沉思片刻，我心裡稍微焦急，沒想到他內心的“鬱悴（憂悶）”立刻被

“仰望上帝”代替了，哈利路亞，他決心不拜偶像了。隔年，老弟兄受洗

得救，不再“鬱悴（憂悶）”，充滿上的的喜樂與平安！  

    去年 9/9 第五次聖禮典受洗歸主成為上帝的兒女的林曾根兄，今天下

午在他家舉行除偶像的聖別禮拜。在林曾根兄受洗前，我曾經去過他家，

我聽說也看到他們家客廳所擺設的神明龕，也因此知道周美桃執事在家中

面對很大的屬靈爭戰。後來，周美桃執事告訴我她先生決定要受洗。林曾

根兄受洗前那一次我去他家探訪帶他作受洗前個人談道並帶領他作決志禱

告，他表明受洗後要把那神明龕除掉。所以，就是今天了，上帝的聖靈要

潔淨這家成為分別為聖的家，基督永遠成為他們家之主。 

    今天我們眾信徒兄姐在林曾根兄生命中見證了他那原本生命對上帝的

榮耀的虧欠，他因著敬畏主、順服主，接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贖罪的功

勞，把罪的虧欠全然交託給主來擔代，領受了上帝所給他那永恆的生命，

自由了，沒有虧欠了！這是多麼美的見證，見證可以複製見證，這個見證

述說上帝偉大奇妙的作為。 

    一個生命屬主的人如今活著，肉體難免受制時間與空間，但靈魂得著

釋放自由，在基督裡已全無虧欠了！請大家預備心來領受主的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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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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詩篇詩篇詩篇（（（（下下下下））））：：：：見證美好的人生見證美好的人生見證美好的人生見證美好的人生、、、、國王國王國王國王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的作者的作者的作者的作者：：：： 

大衛和其他人寫了一些詩歌，用在禮拜時歌唱，詩篇保存了 150 首詩歌。我們
常說〝大衛〞的詩篇，表示他是主要的作者，150 篇當中有 73 篇是大衛寫的以
外，另外 50 篇的作者是未知名。詩篇第 90 篇的作者是摩西，第 22、127 篇作
者是所羅門。此外，大衛的詩班領袖亞薩、官方聖樂家族可拉的後裔，以及耶
杜頓，都寫了幾篇的詩篇。其實，我們不必太在意誰寫哪幾篇詩篇，寧可好好
去讀，並享受在讚美的詩詞裡，因為它們是上帝寫的詩篇，是祂所給我們的詩
篇。只要掌握大衛的精神及精隨，去吟唱詩篇成為你自己的詩篇。大衛的詩篇
有行進詩篇、禱告詩篇、上行之詩、哀痛詩篇、懺悔詩篇…等。當你行進時，
跟著大衛的腳步，一路隨著大衛的主吟唱吧！ 

 

●●●●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人生：：：： 

有些詩篇提醒我們屬於上帝與為祂而活的權柄，當詩人證明上帝的美善，並要
傳達給他人時，就以見證的型態出現。有些詩篇告訴我們如何過榮耀上帝討祂
喜悅的生活。詩人汲取他所累積的智慧，為教導人關於上帝之道。 

 

●●●●有主題的詩篇有主題的詩篇有主題的詩篇有主題的詩篇：：：： 

許多詩篇都有主題，像〝大衛的詩篇〞或〝交給伶長〞，這些都提供我們詩篇
寫作的時間與動機的線索。超過七十篇以上雖署名大衛寫的，其中有些是與他
的一生相關。 

 

●●●●王與國家王與國家王與國家王與國家：：：： 

有一些關於王的詩篇較人為化，因為有許多詩篇本身就是來自於王。王既是代
表國家，他常為百姓講話，而不只是為他自己講的。上帝與大衛及其繼承者立
了特別的約定（撒下七：1~29），他們代理上帝統治百姓。上帝要求他們施憐
憫守公平，因此上帝在他們危難中與他們同在，使祂的統治興盛。 

 

●●●●將來的王將來的王將來的王將來的王：：：： 

所有以色列的王，包括大衛，都無法恪遵所應當行的最高理想。有些王則乾脆
捨棄上帝去拜偶像。這說明上帝最後藉著取去他們的土地來懲罰整個國家。然
而，藉著這一切的盼望開始發展，有一天那位理想的君王必來到。因為王是用
油膏抹的，這位將來的王要來成為家戶喻曉的受膏者--基督。到了新約時期，
以色列的土地被羅馬帝國佔據，百姓渴望彌賽亞的來臨。這說明為何他們迎接
耶穌成為大衛的子孫（太廿一：9）。當然，耶穌以超乎預料奇妙的方法成為
君王。在基督復活之後，祂的跟隨者開始看見許多與王有關的詩篇都是提到基
督，特別是在祂第二次降臨時，祂必實現這些古人的願望成為上帝的君王。 

 

●●●●神透過神透過神透過神透過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彌賽亞王國改變世界的王國改變世界的王國改變世界的王國改變世界的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下述詩篇清楚指向上帝預言的君王彌賽亞——詩二預言這位統治者會消滅所有
對抗上帝的邪惡國家。詩七十二透露彌賽亞君王會消除饑荒、不公和壓迫。詩
四十六：9說上帝會通過彌賽亞王國終止戰爭，毀滅所有武器。詩卅七説惡人
會被剪除，義人會在地上永遠活下去，得享普世的和平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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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會員和會召集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會員和會召集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會員和會召集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會員和會召集書 
一、 時間：主後 2019 年 1 月 27 日主日上午 10:00 聯合禮拜後 

二、 主旨：召開定期信徒會員和會。 

三、 出席：全體在籍現有陪餐會員。 

四、 議案： 

（一） 有關接納主後 2018 年度決算。 

（二） 有關接納 2019 年度總預算案。 

（三） 有關選舉主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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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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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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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熙芬  張愛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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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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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淑玲 吳傑賢 吳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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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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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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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典範的教會 

聖經：帖撒羅尼加前書 1:1-10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23人 

8,692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90人 

6,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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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人 

多加小組～11:00於和平教室  6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8人 

路加小組～11:00於禧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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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恩惠小組～14:00於和平教室  出席 參加家庭聖別禮拜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葡萄園小組～14:00於禧年館  出席 暫停聚會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7人.學生 19人 

275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11人 

盼望小組～9:00於喜樂教室  出席 5人 

第七牧區(社青牧區) 約書亞小組～13:30於溫柔教室  出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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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結業 

1/23拜三 第七牧區(社青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6人 

1/24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放寒假)  出席 ― 

1/25拜五 

基要真理班 19:30於禧年館~第三次課程  出席 2人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忍耐教室  出席 探訪宗原家庭 4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探訪宗原家庭 7人 

第八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於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泉源小組～20:00於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1/26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司禮者訓練會暫停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10:30於信實教室  出席 1/5  4人 

以馬內利小組～20:00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13人 

第八牧區 慕溪小組～10:00王耀華弟兄家  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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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暫停 

DREAM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1人 

1/13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4人；主日奉獻 1,8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