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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詩篇 25 篇 2/7 詩篇 29 篇 

2/4 詩篇 26 篇 2/8 詩篇 30 篇 

2/5 詩篇 27 篇 2/9 詩篇 31 篇 

2/6 詩篇 28 篇 2/10 詩篇 32 篇 

 
 

 

 

 

 

5  2019年度檢帳委員四名 

5 新春期間主日愛餐暫停二週(2/3、2/10) 

5  2019除夕團圓感恩禮拜程序 

5  2/5(本週二)舉行新春稱謝禮拜 

5  2018年度檢帳報告 

5 二月份定期長執會訂 2/10舉行 

5 下週五(2/15)基要真理班第六次課程 

5  2/17(主日)下午 1:15~3:30 舉辦關懷小組專講 

5 春節短文：新春過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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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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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 日 六 
牧養會議 

◆3 月 3 日 日 
小會/北中婦女事工紀

念主日 

◆3 月 7 日 四 
松年中心第 23 期開課 

◆3 月 10 日 日 
第二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主日 

 

本週信息：同守主日 

 

經文：出埃及記 35:1-7 
希伯來書 10:25 

下週信息：家庭的教會 

 

經文：創世記 1:28；詩篇 127:1-5 
申命記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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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林忠堅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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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首 世間眾人攏著恬靜…………… 會   眾 

詩歌讚美 ………………………………………………………………敬拜詩班

1. 耶穌的愛真是奇妙、2. 有人啲替你祈禱、3. 恩典是要白白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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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啟    應 ………………………啟應文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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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35:1-7；希伯來書 10:25…………… 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 ………………………就佇主聖殿內………………………敬拜詩班 

講    道 ………………………「同守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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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首 我的性命獻互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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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首 謳咾上帝、至高、至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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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堅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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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上尊榮、2. 能不能、3. 我神真偉大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出埃及記 35:1-7；希伯來書 10:25…………… 司   禮 

講    道 ………………………「同守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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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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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上午

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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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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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禮禮

禮 

  

 林文良牧師 林文良牧師 

司

司司

司    

        

    禮

禮禮

禮 

  

 林忠堅 吳炘達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彭昱嘉 楊舒涵 潘翊丰 彭昱嘉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林恆欣、李月女 蕭銘美、周佩蓉 雷慧敏、葉百惠 王幸雯、陳俞甄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謝惠聰/ 

蘇筠茹、江明盛 

黃于馨/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DREAM 敬拜團 

田偉程/ 

林晏如、林冠儀 

吳碧芬、熊佳恩/ 

鼓手：林  瑋 

以勒敬拜團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郭桐志 楊舒婷 吳青峯 

許天威、蘇靖雯 

蘇庭儀、蘇宥璇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楊明樹、莊五妹 ― 劉武松、葉百惠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洪哲偉、陳美鳳 林承億 王秀蓮、林鐘蜜 周佩蓉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新春暫停 新春暫停 

愛餐

愛餐愛餐

愛餐預備

預備預備

預備善後

善後善後

善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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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仁堅/雷慧敏、廖玉雲 林忠堅/蘇錦淑、王幸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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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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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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35:1-7；希伯來書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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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守主日同守主日同守主日同守主日))))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1. 一個做禮拜敬拜上帝的人，這是他的內在包括靈魂體，特別是智情意靈魂
的表達。 

 

 

 

2. 「坐在…某人的腳前」（路十：39）與「在某人門下當門徒」 

（徒廿二：3），這兩句話是同義的。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沿襲自守安息日，目的是要應許安息，要祝福人類。 
 
 
 
2. 做禮拜可以開闊及釋放會眾的心靈。 

 
 
 
3. 聖主日是從主所設立安息的日子，上帝命令不可停止聚會。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一個講道與聽道相互產生生命影響的一個崇高禮拜當中，上帝完成了帶給
人的祝福。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一個做禮拜敬拜上帝的人是甚麼樣的人？一個不做禮拜的人又是甚麼樣的人？ 

2. 為何有必要守主日？ 

3. 你個人從守主日做禮拜中領受最多的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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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檢帳委員四名年度檢帳委員四名年度檢帳委員四名年度檢帳委員四名 

上主日 1/27 定期會員和會中選出 

2019 年度檢帳委員四名：李武雄、 

林玉緞、林秀芳、葉淑如。 
 

2. 新春期間新春期間新春期間新春期間主日主日主日主日愛餐暫停二週愛餐暫停二週愛餐暫停二週愛餐暫停二週 

(2/3、、、、2/10)。。。。 
 

3. 除夕家庭禮拜除夕家庭禮拜除夕家庭禮拜除夕家庭禮拜 
請信徒各家庭家長在除夕夜(2/4)晚 

間主理 2019 年除夕全家團圓感恩禮 

拜，請閱週報第 10 頁。 
 

4. 新春稱謝禮拜新春稱謝禮拜新春稱謝禮拜新春稱謝禮拜 
訂 2/5(本週二)上午 9:00 舉行新春稱 

謝聯合禮拜，請帶全家族大小參加 

，領受上帝新年度的祝福。 
 

5. 2018 年度檢帳報告年度檢帳報告年度檢帳報告年度檢帳報告 

年底經常費結餘款需做轉出，使結 

算表借貸方能平衡；其他無誤。 
 

6. 因逢農曆春節因逢農曆春節因逢農曆春節因逢農曆春節，，，，二月份牧養會議暫停二月份牧養會議暫停二月份牧養會議暫停二月份牧養會議暫停 

；；；；二月份定期長執會訂二月份定期長執會訂二月份定期長執會訂二月份定期長執會訂 2/10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7. 2/9 早禱會適逢新春假期早禱會適逢新春假期早禱會適逢新春假期早禱會適逢新春假期，，，，暫停一週暫停一週暫停一週暫停一週 
 

8. 基要真理班第基要真理班第基要真理班第基要真理班第六六六六次課程次課程次課程次課程 
2/8因春節期間暫停上課，下週五 

(2/15)晚上 7:30 在禧年館上第 11~12 

課，請學員致意出席。 
 

9. 2/17(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5~3:30 舉辦關懷小舉辦關懷小舉辦關懷小舉辦關懷小
組專講組專講組專講組專講 
邀請永光教會潘純冕牧師來主講，主
題：「啟動基督 DNA 的神國價值」 

，請所有牧區小組員及信徒兄姐同心
代禱及出席參加。 
 

10. 全教會收回全教會收回全教會收回全教會收回 2019 年年年年 1 月份讀經日程月份讀經日程月份讀經日程月份讀經日程表表表表 

請完成 1月份讀經日程表的兄姊由 

牧區各小組長收回，統整後繳交給 

牧養部同工。鼓勵兄姐持續每日靈 

修，在神的話語中生命得更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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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接受成人、小兒洗禮或堅信禮者 

，2/24 以前儘快向幹事報名。 
 

 

12. 訂訂訂訂 3/14 舉辦教會春季敬老旅遊舉辦教會春季敬老旅遊舉辦教會春季敬老旅遊舉辦教會春季敬老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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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報名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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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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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高輝(馬偕醫院加護病房)(周惠美姐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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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同心為參加 2/28~3/1 培育系統生命更
新營的 26位參加者，全然渴慕與被建
造的心志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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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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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中松年北中松年北中松年北中松年 2019 年春季野外禮拜年春季野外禮拜年春季野外禮拜年春季野外禮拜 

歡迎松年兄姐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洽
吳世平長老，詳閱布告欄。 

日期：2019/2/22(週五) 

地點：苗栗花露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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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9「「「「MEBIG 研習會研習會研習會研習會」」」」 

由總會教育委員會主辦，3/9-10地點： 

羅東教會，邀請主日學老師、青少年 

輔導及同工踴躍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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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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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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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3,0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10,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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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元元元元(1/1-1/27) 
 

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 上週小計：3,000元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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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036元元元元(1/27止止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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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    
 

 
 
 
 
 
 
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陶笛班陶笛班陶笛班陶笛班 

  第二期開始報名了，本期上課時間

為 3/10~6/30 週日下午 13:30~3:00，共

計 13堂，全期費用 1000元，意者請

向冠儀幹事報名。 

 
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吉他吉他吉他吉他班班班班 

  自 2/9~7/27為期半年，每週六晚上 

19:00~21:00於教會一樓副堂，免學費 

，不限年齡，唯須自備吉他 ，紙筆，
想要學習吉他的兄姐請向冠儀幹事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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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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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第二場禮拜由以勒敬拜團主領敬
拜，敬拜曲目：選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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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新年聚會 

暫停 
新春暫停 

新春 

暫停 

2/10 
新年聚會 

暫停 
新春暫停 

新春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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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新春暫停 

  2/10：聖經故事主題：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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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新春暫停 ― ― 

2/10 
秀真老師/ 

品新 
弓普老師 

仲晴 

允丞 

◆本週主日學課程主題為「路上的大 

  光」，說明就在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 

  之際，忽然有光從天上發出，四面照 

  著他。 

◆本週課程目標，期許小朋友能說出掃 

  羅信主前和信主後的改變，並說出自 

  己信主前和信主後的改變。 

◆2/3主日為除夕前一天，為了考量有些 

  小朋友要跟著父母返鄉過年或外出旅 

  遊，本週主日學暫停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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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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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7 主日講章 

主手中的泥主手中的泥主手中的泥主手中的泥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 9:1-7 

  

    本主日按原訂舉行一年一度定期信徒會員和會，和會是全體信徒感恩

與展望的議會。透過對 2018 年度教會聖工的回顧、報告與接納，以及對

2018 年度教會各部聖工的計畫、教會總預算的聽取與接納，使新一年度

的事工，藉著所有信徒產生的共識，同心跟隨教會的元首耶穌基督，以及

跟隨教會領導團隊的帶領朝著既定的目標邁進。 

    主耶穌的神蹟包括三方面：（1）自然界的神蹟，好比水變酒、餅變

多、平息風浪；（2）在靈界的神蹟，好比趕逐群鬼、趕逐污鬼、醫治瞎聾

者；（3）上帝在人身上的神蹟，好比血漏婦人得醫治、巴底買眼睛復明、

十個長大痲瘋者得醫治。本主日講壇信息的經文約翰福音第九章所記載生

來瞎眼者蒙主醫治的故事，也就是屬於上述第三類型的神蹟。今天我們講

道的焦點不是放在傳統上宣講耶穌與生來瞎眼者兩者之間的互動，而是放

在這兩者之間的一樣東西〝泥土〞。 

    在舊約聖經裡，〝泥〞這個字是指某地區紅褐色的土，特別是指巴勒

斯坦地區。好比我的母校淡江高中的橄欖球場叫作「紅場」，因為它的土

很特別是紅土。〝泥〞隱喻描述人類處於屬地或是自然的狀態（請參閱伯

卅三：6；賽四十五：9，六十四：48；羅九：21），我要特別提到賽四十

五：9 所說的這〝泥〞，是以窯匠與泥的關係展現人類受造物與其造物主

的關係。由於泥悖逆違抗造它的窯匠，用這樣的比喻強調偶像崇拜是不合

邏輯的。 

    在新約聖經，約九：1~41這段經文的第 6、11、14、15節所記載的

〝泥〞，特別是指窯匠手中所用的濕泥土。按照這個意思來說，是指耶穌

後來用唾沫和泥這兩項東西攪和出一種混合物，將它塗抹在瞎眼者的眼睛

上，具有醫治的能力。 

    試想，無所不知的主可以使用千百萬種方法來醫治這位生而失明者，

為甚麼祂只選用〝泥〞呢？事實上，〝泥〞有三種特性：（1）沒有任何價

值可言：我們只聽過賣一整噸或一整卡車的泥土，從來沒聽過賣一把泥土

吧！（2）沒有任何用處可言：聖經描述泥土的地位時，說：「……他們必

如灰塵在你們腳掌之下……」（瑪四：3）；「……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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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一樣。」（賽十：6）；（3）沒有任何力量可言：知識程度再低的人也不

會愚蠢到把〝泥〞看作是像魔力般具有醫藥或治療效能。這三種特性恰好

反映人類所處的地位與狀態。〝亞當〞的原意就是〝土〞，表明人類始祖起

初受造就是屬肉體的，因為是上帝從物質造成的。 

    美國專家曾經分析，在人體內的礦物質積存物，也就是人體內確實需

要的元素，總值大概不會超過美金 1.98 美元。難怪化學家說：「我們人類

只不過是一堆元素的聚合。」那麼，在耶穌手中的這樣的〝泥〞，又有什

麼樣不同的屬靈意義呢？ 

    一一一一、、、、人雖離了上帝人雖離了上帝人雖離了上帝人雖離了上帝，，，，就像泥一般就像泥一般就像泥一般就像泥一般毫無價值毫無價值毫無價值毫無價值，，，，但與上帝相連但與上帝相連但與上帝相連但與上帝相連，，，，便有其價便有其價便有其價便有其價

值值值值。。。。 

    人為甚麼會成為腳掌之下的塵土，因否認上帝造他，否認上帝是上

帝。就像陶瓷器皿明明是被造，卻不承認陶匠造它。人的價值在於上帝創

造宇宙萬物第六日創造出地上的走獸和人達到最高峰時，按衪的形像和樣

式造了人。「形像」的原意是雕像或複製品，「樣式」是指相似、類似。形

像與樣式兩者都表明人像上帝，但人不是上帝；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樣式，

所以人像上帝，這是人和其他受造動物的區別。人跟上帝有一種特別的關

係，就是可以跟上帝交通，動物辦不到，因而人也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俗諺：「有其父必有其子」。創世記的作者就是用形像和樣式這二個字

來描述亞當和塞特的父子關係（創五：3）。更奇妙地，我們看見基督就看

見上帝，「愛子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西一：15）我們看見自己就知道

我們是上帝的兒子。 

    二二二二、、、、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用處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用處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用處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用處，，，，但若經過主的手但若經過主的手但若經過主的手但若經過主的手，，，，便有其用處便有其用處便有其用處便有其用處。。。。 

    泥永遠是泥，但經過耶穌大能聖手，得以被塑造成一種醫治的藥膏。

泥雖然毫無藥效及療效，但經過耶穌的手，就能在悲憫的使命及恩典的差

事中，成為大有效能。若沒有耶穌，或者離開耶穌轉變的工作，人永遠是

被丟棄的、低微的一團爛泥巴，直等到人將他的生命完完全全交在主手

裡，按著祂的心意塑造拿捏時，人便成為有用的器皿。 

    原本你我不算作甚麼，我們跟十二位門徒沒兩樣，大多是漁夫或販夫

走卒之類的，耶穌揀選這批人，按當代標準而言，注定失敗的。但因著他

們肯跟隨耶穌，接受耶穌的調教，聽命耶穌行事，後來他們緊抓住主耶穌

的應許，依靠聖靈成就大事，成功翻轉了當時的世代。 

    安得烈和腓力看到耶穌時，便熱誠地把耶穌介紹給哥哥西門彼得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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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朋友拿但業。腓力告訴拿但業：「我們遇見了拿撒勒耶穌。」拿但業

對腓力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拿撒勒還會出什麼人才或偉人

啊？）」聖子耶穌基督早就認識拿但業，並說出他的出身，請注意，是拿

但業一開始且連續地稱呼耶穌是“拉比，神的兒子，以色列的王〞！這是

新約聖經最早對基督彌賽亞神人身份的表白。於是，主耶穌就帶這第一批

門徒去參加迦拿的婚禮經歷了祂的第一個神蹟。 

    教會相傳拿但業（拿但業是希伯來文，亞蘭語叫巴多羅買）在猶太國

許多地方傳福音行神蹟。印度則相傳保羅往西方傳福音的同時，拿但業和

多馬則往東方傳福音，拿但業還把福音傳進了中國，最後在亞美尼亞傳道

時，被異教徒棍打、釘十字架、再用刀殺死的。也許這世代的人看耶穌毫

無用處，但耶穌看你我大有用處﹗ 

    三三三三、、、、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力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力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力人雖然像泥一般毫無力量量量量，，，，但因著從上頭來聖靈的大能但因著從上頭來聖靈的大能但因著從上頭來聖靈的大能但因著從上頭來聖靈的大能，，，，就滿有就滿有就滿有就滿有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自從人類犯罪、得罪上帝被趕逐離開伊甸樂園後，就帶著失去榮耀的

軀體活在這世上。先知耶利米宣佈有關人的咒詛：【台】「耶和華按呢講：

『見若倚靠人用肉體做伊的手，伊的心離開耶和華者，彼號人受咒

詛！』」【華】「上主說：『信賴世人，倚靠必死之人的力量，叛離了我─上

主的人，這種人該受詛咒。』」（耶十七：5）感謝上帝差遣祂的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來拯救世人，擔負我們的罪過。主耶穌離世升天又應允聖靈臨到

及充滿凡信靠耶穌基督的人身上，使他們滿有能力，對所信靠的父上帝表

現出忠信。 

    我們教會 2019 年度的主題經文羅十二：1說：【台】「兄弟啊，所以

我因為上帝的憐憫勸恁獻家己的身軀做祭，是活的，聖的，上帝所歡喜

的；這是〝恁神靈的服事〞。」【華】《和合本》「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

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這是聖經共有三處強調〝理所當然

的〞之一處，要我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對聖父、聖子、聖靈三一上帝充

滿那種神靈的服事，去敬愛祂、順服祂及服事祂。 

    各位，在世上，屬土的人的確沒有什麼價值、沒有什麼用處、沒有什

麼力量，但唯有在主基督耶穌裡恢復了我們人的價值，重塑了我們人的用

處，充滿了我們人的能力。。。。在基督的教會裡，今年度我們或許可以計畫並

推動許多近程及遠程的聖工，但若沒有了基督內住聖靈的能力，結果便一

無所有，無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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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除夕全家團圓感恩禮拜程序除夕全家團圓感恩禮拜程序除夕全家團圓感恩禮拜程序除夕全家團圓感恩禮拜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主後 2019年 2月 4日（禮拜一）除夕夜晚間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頌讚主恩」 

＊＊＊＊主理主理主理主理：：：：各家庭父母家長（或各家庭基督徒前輩）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聖詩 402首  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若無我呣敢家己來行， 

        懇求祢及我住閣保護，教示我言行謙卑四正； 

        贊我逐日遵守祢誡命，互我佇烏暗中做光燈， 

        追尋、引導失迷的人，這是我人生迫切向望。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詩篇六十五：1-12【華】《新標點和合本聖經》 

1.上帝啊，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祢；所許的願也要向祢償還。2.聽禱 

告的主啊，凡有血氣的都要來就祢。3.罪孽勝了我；至於我們的過犯 

，祢都要赦免。4.祢所揀選、使他親近祢、住在祢院中的，這人便為 

有福！我們必因祢居所、祢聖殿的美福知足了。5.拯救我們的上帝啊 

，祢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祢本是一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所倚 

靠的。6.祂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諸山，7.使諸海的響聲和其 

中波浪的響聲，並萬民的喧嘩，都平靜了。8.住在地極的人因祢的神 

蹟懼怕；祢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9.祢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 

得肥美。上帝的河滿了水；祢這樣澆灌了地，好為人預備五穀。10.祢 

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軟和；其中發長的，蒙祢賜 

福。11.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12.滴在曠野 

的草場上。小山以歡樂束腰；13.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 

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1.每人分享：「過去一年，我要向上帝最感恩的一件事……」。 

        2.選出我們家庭（或家族）的「2018年家庭五大事件」。 

        3.為著這些事向上帝獻上感謝。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1.為全家大小肢體的平安、健康、蒙福、與上帝更親近禱告。 

        2.為每一位家人新年新目標求上帝賜福。 

        3.為未信的家族親人歸主禱告。 

        4.為 2019教會目標：「生命要更新、生活有見證」；為教會的興旺，得 

         人如得魚。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請家中最年長的基督徒長輩作祝福禱告。 
 



生命要更新•生活有見證 

11 

 

 
 

春節短文春節短文春節短文春節短文 

新春過年的意義新春過年的意義新春過年的意義新春過年的意義 
     
年節將近，處處充滿著過年的氣氛。在過年中有許多傳統的習俗，每個習俗的背
後，都有豐富而精彩的故事。我們該告訴孩子們關於過年的故事，為傳統民間故
事賦予新的影響力與生命力。  

 

在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十二章裡，以色列人也有類似過年的記載，稱為「逾越
節」。聖經這段記載，應該是關於過年傳說中最仔細的文字記載。根據考證與研
究很可能華人的過年，真正的原版乃是逾越節。民間許多習俗與傳說，據信多少
有其事實部份，只是隨著歲月的流轉，口耳相傳，加油添醋的部份越來越多，事
實部份逐漸失落。但許多傳說，其實可以從聖經的記載，還原其事實。  

 

~~從八方面還原過年的歷史事從八方面還原過年的歷史事從八方面還原過年的歷史事從八方面還原過年的歷史事實實實實~~ 

以色列人如用羊羔的血，塗在門楣與左右門框上，這就如同華人家家戶戶每逢過
年貼春聯的習慣。 

1.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同樣是一年的首月。出埃及記逾越節故事的開頭是--『你們要以本月為諸
月之始，為一年的首月。』  

 

2.主角主角主角主角：：：：在出埃及記十二章，稱為「滅命的」，是為著擊殺長子，與所謂的年獸
或祟的傳說相似。  

 

3.逃避之法逃避之法逃避之法逃避之法：：：：以色列人如何讓滅命的越過，是用羊羔的血，塗在門楣與左右門框
上。這就如同每逢過年，家家戶戶都有貼春聯的習慣，而這血，相信也與紅包的
紅色有關。  

出埃及記的記載是：『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
牲畜，都擊殺了。因為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他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
門框上，就必越過那門，不許滅命的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 

 

4.單位單位單位單位：：：：逾越節吃羊羔的時候要全家一起吃，這正如傳統的全家團圓圍爐。吃年
夜飯的單位，都強調需要是全家。『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  

 

5.守歲守歲守歲守歲：：：：吃的時候要腰間束帶，腳上穿鞋，趕緊吃。正如台灣的傳說，為著最後
一天需要很儆醒，要守歲（祟）。因此，出埃及記說，『這夜是耶和華守望的
夜。』  

 

6.越過越過越過越過：：：：這節稱為「逾越節」，而華人稱為「過年」；逾越就是越過的意思，如
聖經記載：『逾越節的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他擊殺埃及人，越過以色
列人的房屋，救了我們各家。』  

 

7.食物食物食物食物：：：：『當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在華人的年
俗裡，除夕的圍爐年夜飯也必吃肉、苦菜（今有人以芥菜代之）、無酵餅（類似
年糕，糕餅類）。 

 

8.紅包紅包紅包紅包：：：：紅包原來是朱紅色線上串著錢幣，在聖經裡，朱紅色線與羔羊的血都有
救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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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2/3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同守主日 

聖經：出埃及記 35:1-7 

      希伯來書 10:25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聯合禮拜 170人 

13,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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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良善教室 
 
出席 

聯合禮拜小組暫停 

迦勒小組～11:00於忍耐教室 聯合禮拜小組暫停 

多加小組～11:00於和平教室  聯合禮拜小組暫停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聯合禮拜小組暫停 

路加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聯合禮拜小組暫停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於忍耐教室  出席 6人 

蒙福小組～13:30於良善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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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學生 18人 

230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聯合禮拜小組暫停 

盼望小組～9:00於喜樂教室  出席 聯合禮拜小組暫停 

第七牧區(社青牧區) 約書亞小組～13:30於溫柔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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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學習營 陶笛班～13:30禧年館(3/10開課)  出席 ― 

2/7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放寒假)  出席 ―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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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聯合年終圍爐 

20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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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12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10:30於信實教室  出席 隔週聚會 

以馬內利小組～20:00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16人 

第七牧區(社青牧區) 感動小組～10:00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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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1/27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7人；主日奉獻 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