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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 
第二次聖禮典第二次聖禮典第二次聖禮典第二次聖禮典    

                              主後 2019 第 10 週 

 

 

 

 

 

 

 
 
 

 

 

 

 

3/10 詩篇 60 篇 3/14 詩篇 64 篇 

3/11 詩篇 61 篇 3/15 詩篇 65 篇 

3/12 詩篇 62 篇 3/16 詩篇 66 篇 

3/13 詩篇 63 篇 3/17 詩篇 67 篇 

 
 
 

 

 

 

 

 

5 本主日為什一奉獻主日 

5  2019/2/28~3/1 E1生命更新營結業者 23名 

5 培育系統第一期成長班訂本週二(3/12)開課 

5 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 2月份讀經日程表 

5 本週四(3/14)舉辦春季敬老旅遊-宜蘭 

5 甘和勳弟兄與劉宛筠姊妹訂 3/23(週六) 

  於重新教會舉行結婚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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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日 
第二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主日 

◆3 月 12 日 二 成長班(1)開課 

◆3 月 14 日 四 春季敬老旅遊 

◆3 月 17 日 日 
南神奉獻主日/青少年 

輔導會議 

◆3 月 19 日 二 成長班(2) 

◆3 月 24 日 日  

◆3 月 26 日 二 成長班(3) 

◆3 月 31 日 日  

◆4 月 2 日 二 成長班(4)  

◆4 月 7 日 日 

上半年度福音主日詩

歌見證會(莊惠年老

師)/長執會 

◆4 月 9 日 二 成長班(5)  

◆4 月 14 日 日 
棕樹主日(受難週)/什

一奉獻日 

◆4 月 16 日 二 成長班(6) 

◆4 月 19 日 五 
西三區受難日聯合聖

餐禮拜：新北教會 

 
本週信息：迷路的人當回轉！ 

 

經文：以賽亞書 44:21-22 
 

下週信息：禱告之後 

 

經文：尼西米記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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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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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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與我同行、2. 耶穌知影我的心、3. 憂悶世間是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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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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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44:21-22………………………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引導我來行前路…………………… 敬拜詩班 

講    道 …………………「迷路的人當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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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禮 典…………聖詩第 354 首、第 365 首、第 537 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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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首 榮光歸聖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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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昱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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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勒敬拜團 

詩歌讚美 ……………………………………………………………以勒敬拜團 

      1. 滿有能力、2. 每一天我需要祢、3. 有一種喜樂、4. 祢的愛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 ……………………以賽亞書 44:21-22…………………… 司   禮 

講    道…………………「迷路的人當回轉！」……………………主   禮 

祈    禱…………………………………………………………………主   禮 

《《《《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    

聖 禮 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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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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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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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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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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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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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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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上午上午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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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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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主主

主    

        

    禮

禮禮

禮 

  

 林文良牧師 廖繼成牧師 

司

司司

司    

        

    禮

禮禮

禮 

  

 詹烜炎 林仁堅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李宜樺 彭昱嘉 黃依文 楊舒涵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陳建民、萬中錢 陳清松、周佩蓉 林恆欣、吳炘憶 陳翠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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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千鶴/ 

彭瑞旺、林淑氣 
黃于馨/以勒敬拜團 

田偉程/ 

林晏如、林冠儀 
黃于馨/DREAM 敬拜團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許天威、蘇靖雯 

蘇庭儀、蘇宥璇 

吳青峯 楊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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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蓮、林鐘蜜 周佩蓉 李月女、莊五妹 莊五妹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張文仁 許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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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小組(一)、恩惠小組(二) 

善後：想想+感動小組 

打菜：多加小組(一)、約書亞+盼望小組(二) 

善後：蒙福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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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弓普 詹烜炎/林恆欣、蕭銘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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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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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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4: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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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的人當回轉迷路的人當回轉迷路的人當回轉迷路的人當回轉！！！！))))    

    
1. 最近教會不少位被主接去的肢體，原本同屬主的家裏面的人，如今靈魂已經
被遷移戶口到天家成為有永恆歸宿的人。 

 

 

2. 耶和華上帝迫切將祂自己的公義彰顯在祂的子民的生命及生活當中，盡早從
罪惡中悔改歸回主。掌管歷史的主對於整個猶太群體再三懇切呼喚歸回祂。 

 

 

3. 喜思集團執行長黃子容，她的阿公行天宮的創始人，能幫人收驚， 卻解決不

了自己被小鬼纏身的問題，唯 轉身歸向主，最後成為職場福音的見證人。 

 

 

4. 悔改可以等到最後嗎，還是盡快悔改不要等到最後？為什麼人總要等到面臨
死亡關頭時才信主呢？牧者奉勸各位還未得救的人盡快悔改，因為上帝隨時

等候著你立刻回轉歸向祂。 

 

 

5.  1912年 4月 15日淩晨，鐵達尼號在撞上冰山遇難時，船上的一位牧師哈普

爾，把握最後的機會趕緊傳福音，帶領大家一起唱聖詩《更加與主接近，更

加接近 》，一起禱告將生命交託給主。 

 

 

6. 受洗者劉惠如姐妹、吳韻香姐妹兩位從迷失信仰中歸回到主面前，重新認識
主及接受主在他們身上的命定，生命願與主同死、同葬、同復活，成為上帝

的兒女。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世上什麼樣的人算是生命迷路的人？ 

2. 你認為耶穌的看法悔改歸向主是應該立即採取行動，還是盡量拖延無妨可以等到最
後時刻？為什麼？ 

3. 耶和華上帝多麼懇切呼喚祂的子民從迷失中歸回，同樣耶穌也多麼懇切呼喚你從迷
失中歸回。你準備好行動去回應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贖嗎？你心裡又有什麼樣的
牽絆或纏壘呢？你願交託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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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舉行第二次聖禮典舉行第二次聖禮典舉行第二次聖禮典舉行第二次聖禮典 

請信徒兄姐預備心與主共桌，領受主 
的寶體。接受成人洗禮者：劉惠如； 
堅信禮者：吳韻香。請兄姐為他們日 
後信仰靈命繼續成長代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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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9/2/28~3/1 E1 生命更新營結業者生命更新營結業者生命更新營結業者生命更新營結業者 

23 名（敬稱省略）：謝惠聰、林惠萍 
、林信欣、萬以琳、吳炘達、黃依文 
、林冠儀、吳智媖、張麗玲、陳建民 
、林淑彩、莊五妹、林玉緞、劉家蓁 
、鄭木榮、王秀蓮、林仁堅、雷慧敏 
、林忠堅、熊長榮、葉淑如、林文良 
、蔡幸娜。 
 

4. 培育系統第一期成長班培育系統第一期成長班培育系統第一期成長班培育系統第一期成長班十週課程十週課程十週課程十週課程 
成長班訂 3/12(本週二)開課，上課時 
間：每週二晚上 7:15~9:15，已報名上 
課者，請禱告預備心上課。 
 

5. 三三三三⁓五五五五月領袖之夜暫停月領袖之夜暫停月領袖之夜暫停月領袖之夜暫停，，，，請致意請致意請致意請致意。。。。    
    

6. 週六早禱會地點變動週六早禱會地點變動週六早禱會地點變動週六早禱會地點變動 

3/16(本週六)因一樓副堂外借為立委 
補選投開票所，當日早禱會改在佳音 
館溫柔教室，請同工致意。 
 

7. 下下下下主日為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主日為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主日為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主日為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 
神學院委派雙和教會廖繼成牧師蒞會 
講道及報告請安，請繼續為神學院的 
教學事工關心代禱及奉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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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讀經日月份讀經日月份讀經日月份讀經日程表程表程表程表 
請完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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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話語中生命更新得力。 
 

9. 本週四本週四本週四本週四(14 日日日日)舉辦春季敬老旅遊舉辦春季敬老旅遊舉辦春季敬老旅遊舉辦春季敬老旅遊-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1) 行程：福隆草嶺古隧道→石城→午餐 

(吉祥客棧)→龍潭湖→亞典菓子工坊 
→回到三重 

2) 時間 07:30(誠泰藥局)準時出發，預定 
19:00返回三重 

3) 參加人數：兩部車共 79 人。 
◆車次、桌次名單張貼於副堂玻璃白板 

 

10. 上半年度福音主詩歌見證會上半年度福音主詩歌見證會上半年度福音主詩歌見證會上半年度福音主詩歌見證會 
訂 4/7(主日)舉行，邀請莊惠年老師蒞 
會主理，請代禱。 

 
 
 
 
 
 
 
1. 肢體代禱 

住院中：吳介元。 
在家靜養： 
鍾俊姬、劉林翠霞、黃素蘭、潘榮坤 
、楊月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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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廷安(馬尼
拉) 

2. 請同心為生命樹所認領的未信親友提
名代禱，使他們的名字早日列在天上
生命冊裡。 

3. 甘和勳弟兄與劉宛筠姐妹訂 3/23(週
六)上午 9:30於二樓主堂舉行結婚感恩
禮拜，歡迎兄姐踴躍參加給予祝福。 

 
 
 
 
 
 
1. 「「「「獨居老人獨居老人獨居老人獨居老人、、、、兩老獨居兩老獨居兩老獨居兩老獨居」」」」關懷志工訓關懷志工訓關懷志工訓關懷志工訓

練會練會練會練會 
由北中教社部主辦，台北市松年長春 
社會福利基金會、華山基金會、基督 
教互談社，時間：3/20(週三)上午 9:30- 
16:30，地點：建成教會，詳閱布告欄。 
 

2. 聖經學院聖經學院聖經學院聖經學院靈性教育研習所靈性教育研習所靈性教育研習所靈性教育研習所 

課程一：再思話語的力量-從聖經釋義 
到講章寫作、課程二：靈不枯竭-屬靈 
生命的建造；招生對象：傳道人、長 
執同工，採線上報名，詳閱布告欄。 

 
3.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TKC70 週年青年宣教研討會週年青年宣教研討會週年青年宣教研討會週年青年宣教研討會 

由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發起，北區四 
中會聯合主辦，時間：3/16(週六)上午 
9:00-16:00，地點：雙連教會，採線上 
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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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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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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中北中北中北中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新任長執初階訓練會新任長執初階訓練會新任長執初階訓練會新任長執初階訓練會 

3/23(週六)上午 9:00在大稻埕教會， 

請全體長執踴躍報名參加，3/21報名 

截止，當天會後將備有午餐，請儘快 

向郭桐志執事報名，統一向中會報 

名。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36,6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5,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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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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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1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2,5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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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0元元元元(1/1-3/3)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3/7第 23期松年中心開學囉！歡迎

新舊學員踴躍報名。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員 

3/21 警政消安︰防詐騙 
三重分局偵
查佐陳俊延 

3/28 
醫學講座︰中醫談筋
骨退化與保健 

馬偕醫院社
區醫學中心 

4/11 巧手動一動 陳淑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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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今日開課，本期報名15人，
上課時間為3/10~6/30，週日下午 

1:30~3:00，共計13堂，上課地點：禧
年館，請所有的學員留意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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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下午要到北海岸鼻頭角步道舉
行半日遊，歡迎同工們攜帶眷屬，
預計 19:00返回三重。 

2. 下週獻唱：主！聽我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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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第二場禮拜由DREAM敬拜團主領

敬拜，敬拜曲目：1. 永恆唯一的盼望、
2. 專心仰望耶穌、3. 活著為要敬拜你。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七牧區近期聚會七牧區近期聚會七牧區近期聚會七牧區近期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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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溫柔不是
軟弱 

-幸雯姊 

聖靈充滿
的教會 

-小慧姊 

戶外 

活動 

3/17 

在事奉上
溫柔 

-幸雯姊 

亞伯拉罕的
信心旅程 

-仁全哥 

腓立比
書 2 章 

-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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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聖經故事主題：以利亞 

  3/17：聖經故事主題：以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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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秀真老師/

品新 
智媖老師 

姵錡
祈帆 

3/17 
秀真老師/

紹祈 
忠堅校長 

宸鈞
承翰 

◆本週主日學課程主題為「保羅受逼迫 
  」，說明保羅雖然屢遭傳道之苦，在 
  各地受逼迫與鞭打，但是畢竟在他的 
  辛勞服事中，歐亞一帶的外邦教會漸 
  漸茁壯。 
◆本週課程目標，期許小朋友能說出保 
  羅如何面對傳道時的艱難，並說出自 
  己曾遇見什麼樣的苦難，以及從保羅 
  身上所學習的事。 
◆主日學歡迎每位小朋友能夠準時來到 
  主日學。讓我們能藉由小組分享、聖 
  經故事及詩歌歡唱，而更認識我們的 
  神。最近小朋友也的再練習母親節的 
  歌曲，屆時也煩請家長協助在家中能 
  藉由網路youtube的影片，讓小朋友 
  多聽幾次，以加深印象。 
 

本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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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3 主日講章 

聖靈充滿的教會聖靈充滿的教會聖靈充滿的教會聖靈充滿的教會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使徒行傳 2:1-13  

以弗所書 5:15-21                      

    主耶穌告訴我們：「人要是渴了，就該到我這裏來」（約七：37）。請

各位兄姐在靈裡向聖靈說：「聖靈啊，我要更多認識祢！」讓我們更渴慕

耶穌來渴慕聖靈吧，因為 

「聖經上說：『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從他心中湧流出來。耶穌這話

是指信他的人將要接受的聖靈說的…… 」（約七：38~39）當耶穌離世升

天時，應許賜給我們保惠師，耶穌說：「我要祈求父親，祂就賜給你們另

一位保惠師，永遠與你們同在。祂就是真理的靈。」（約十四：16~17a）

接著，祂說：「這真理的靈，世人不接受祂，因為他們看不到祂，也不認

識祂。但是你們認識祂；因為祂在你們的生命裏，常與你們同在。」（約

十四：17b） 

    列位兄姐，全能的聖靈我們應當接受並認識祂，我們若不接受及認識

聖靈，就像世人因為看不見祂，也不認識祂。當我們認識這位全能的聖

靈，喝這能力的源頭，就是聖靈的活水，我們的生命必定有新的改變和突

破。耶穌說：「但是那保惠師，就是父親因著我的名要差來的聖靈，會把

一切的事指示你們，並且使你們記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十

四：26）聖靈就是真理的靈，祂引導我們走向那位說我就是真理的耶穌基

督。 

    在信仰教義上，我們從不忽略聖靈。剛剛我們都怎樣告白信仰的？我

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不過，許多時候，我們活出來的生

命卻忽略聖靈的同在，也因此教會失去了很大的動力無法有效果執行基督

所託付教會的使命。所以，我們應當歡迎聖靈回到教會中居首位，必定再

次看到上帝的復興臨到教會！若我們忽略了聖靈，求主寬恕我們。當教會

經歷了聖靈的真實時，面對這樣的忽略，真理的靈來教導我們原來我們內

心沒有接受聖靈的真實，口雖宣認了，內心卻沒有接受聖靈的真理。 

    在這次 2/28~3/1 第一期 E1 生命更新營當中，我相信本會的參加者必

定有滿滿的領受可以分享的。在第二天領受聖靈這個課程最後，講師先邀

請年輕人出列，以及邀請所有凡渴慕的人出列來領受聖靈。前一天，我就

事先被邀請要一起做服事，所以當天我記得也服事了七、八位兄姊。當時

有一位姐妹輪到我來服事時，我問她：「有什麼樣的需要為妳禱告？」她

回答說：「為我勇敢向人傳福音。」當時，我在想這真是聖靈上帝最喜悅

的了，因為聖靈降臨在人身上，就要人得著祂的能力去見證主，傳揚福

音。 

    基督徒的受洗有兩個經歷：水的洗禮與聖靈的洗禮，先是水洗，後是

靈洗。水洗：聖靈是在我們受洗得救時，就已內住在我們裡面了，是基督

徒的第一個經歷。靈洗：又稱「聖靈的洗禮」、「領受聖靈的洗」、「聖靈充



2019年 3月 10日(第十週) 

8 

 

滿」、「聖靈的澆灌」，是基督徒需要的第二個經歷。從聖經來看，重生得

救的洗與領受聖靈的洗是不同的――重生當下我得救了，聖靈內住在我裡

面；領受聖靈充滿，讓我的信仰生命有能力，過屬天國的生活。徒一：

5、8：「5.約翰“用水施洗”，你們卻要在幾天後受“聖靈的洗禮”……8.

可是聖靈臨到你們的時候，你們會充滿著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和

撒馬利亞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為我作見證。」 

    那麼，什麼是“聖靈充滿”呢？就是上帝對你的生命有獨占權，你的時

間，包括你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你的才能，以及你的產業的主權都屬於

祂。當聖靈充滿我們時，上帝擁有我們的一切，我們必將一切都交託祂。 

    “聖靈充滿”是一種第二次且明確的恩典工作，當一個人被聖靈充滿

後，這種工作瞬然發生。讓我們看看聖經記載五旬節當日所發生的事情，

信徒一個個確實被聖靈充滿，得以過完全成聖的生活，成為一間聖靈充滿

的教會。 

  一一一一、、、、上帝給予教會記號作為聖靈充滿的真實證據上帝給予教會記號作為聖靈充滿的真實證據上帝給予教會記號作為聖靈充滿的真實證據上帝給予教會記號作為聖靈充滿的真實證據（（（（徒二徒二徒二徒二：：：：1~6）：）：）：）： 

    聖靈跟聖父、聖子同樣都是有生命、有位格的，只是我們對聖靈的感

受有點不同，因為聖經用風、火、油來描述聖靈，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是沒

有生命的。你總不可能對火說：「火啊，我愛你！我敬拜你！」別人聽了

還以為你走火入魔！也因此，風、火、油是描述聖靈的功能，不是本質。

聖靈是有生命，所以你可以跟祂交通、對話、愛慕祂，心裡能夠真正體驗

祂。 

    每一主日禮拜牧師舉起雙手祝禱：「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

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源自林後十三：14）甚麼是“聖

靈的感動”，字面不易理解，所以第一堂禮拜我是用【台】“聖神的交

陪”作為祝禱，比較容易理解。信徒聚集就禱告，信徒分散就傳福音，那

就是上帝與教會同在的記號。 

  1.風的聲音風的聲音風的聲音風的聲音（（（（2 節節節節）：）：）：）：聖經記載上帝用風與氣息來展現，作為聖靈的記

號。你進入密室，你會聽到甚麼？聽見自己的喘息聲，表示你還活著。這

時請各位安靜注意聽，聽到了甚麼？聽到禮拜堂內冷氣的風聲，表示禮拜

堂裡面的空氣流通著，有氣流由室外送進室內，不會使人窒息！ 

    聖靈不是一種物質的存在，不過祂的力量與同在無所不在，就像風和

氣一般。聖靈從上帝發出，乃要傳達上帝的生命。風很奇特，有時吹過來

吹過去，有時吹柔風吹強風。聖靈在人的生命中的作為也是如此，有些人

生命改變較緩慢溫和，有些人則較強烈、較戲劇化。總之，聖靈充滿你，

你就得著力量去做上帝所要求的，成為上帝所要求的樣式。 

  2.火火火火（（（（3 節節節節）：）：）：）：在聖經裡，火表明上帝清潔及煉淨的工作（賽四：4），火

與水都是上帝用來潔淨的工具――水洗是外在的洗滌，火洗是內在靈性的

精煉。各位兄姐，當你被聖靈充滿時，你心裡的自私、私慾與不順服也隨

之被淨化，取而代之的是上帝聖潔的愛，這樣的工作也唯有聖靈才做得到

（彼前一：22）。因此，一間教會互異的弟兄姐妹真實相愛體諒，那不是

人自己的工作，而是聖靈充滿人心的工作的結果，當然那就是聖靈與那間

教會同在的見證。 

  3.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台台台台】】】】交陪交陪交陪交陪，，，，4~6 節節節節）：）：）：）：五旬節當日說方言的光景，所有在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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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被聖靈充滿，感動他們說起別國的話，有些人能夠說眾人熟悉的語

言，以至於這福音能夠被彼此交通，這豈不是上帝賦予教會這種恩賜唯一

理由嗎？各位，今天的教會眾信徒仍要繼續被聖靈充滿，因為我們仍要繼

續與未信者交通，用他們聽得懂的話語向他們述說福音，見證我們所經歷

的一切。 

    有一位傳道人對一位 83歲拜神明的王伯伯問說：「你拜甚麼神？」他

回答：「我兒子是做生意的。」傳道人說：「那你們是拜關公囉？」王伯伯

說：「你怎麼知道？」傳道人說：「許多商場上走動的人都拜關公。關公的

兒子，他拜他爸爸說得過去！你兒子紀念你，你紀念你爸爸，這樣一直推

上去也合理，為甚麼你往上拜，卻去拜關公呢？」、「你應該再往上推，去

敬拜第一位祖先的神，不是才合理嗎？」王伯伯聽了後想一想，說：「合

理！」王伯伯就這樣帶王伯母來到教會一起接受了耶穌基督！ 

    有時候，信徒兄姐一聽到「聖靈充滿」，就慌了起來，感覺神奇鬼怪

（Holy Ghost），不知所措！其實，按照改教家加爾文對聖靈充滿的解釋

是：它不是指「領受」，因為從我們信主後聖靈就已經內住在我們身上，

它是指「釋放」，當我們一起吟聖詩、讀經、做禮拜、服事主的時候，我

們的心靈是自由、喜樂、甘甜的，而不是勉強、被迫、損失的。 

  二二二二、、、、聖靈充滿迎合人們最深處的需要聖靈充滿迎合人們最深處的需要聖靈充滿迎合人們最深處的需要聖靈充滿迎合人們最深處的需要（（（（弗五弗五弗五弗五：：：：15~21）：）：）：）： 

    保羅在這裡描述「被酒灌醉」與「聖靈充滿」之間的一個正反面。我

們知道醉酒有無數理由，醉酒只會導致生命放蕩，真正的生命意義與喜

樂，在杯底下是找不到的！難怪保羅強調說：「要被聖靈充滿！」（弗五：

18）這是命令句，意思是說「要讓聖靈持續不斷地充滿你們！」 

    各位兄姐，當聖靈充滿你時，你的生命與生活時時就充滿活力、成就

和真實的意義。在生活中，你所面對的許多問題，甚至一間教會所面對的

許多問題，都懸在那裡，非常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讓上帝迎合我們最深處

的需要――除去自私的罪性。 

    慕迪牧師有一次問會眾說：「請告訴我，我要如何將杯子裏的空氣弄

出來呢？」有一位信徒說：「用幫浦把它吸出來！」慕迪回答說：「那會造

成真空而把杯子震破！」經過許多不同及不可能的建議之後，慕迪笑著拿

起一支水壺，將杯子倒滿水。他說：「你看，現在所有的空氣都出來

了！」 

    門徒跟隨主最大的代價是捨己，一個捨己的門徒在生活中願全然讓聖

靈來充滿他。我們的上帝盼望在你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以祂的大能、聖

潔和不變的愛，來取代我們肉體的私慾，進一步通過祂的聖靈的充滿來完

成這件工程。換句話說，聖靈充滿的生命必然過著得勝的生活！ 

    各位，我們的教會是否是聖靈充滿的教會呢？那麼就要問在座列位兄

姐你個人是否願意將你的生命全然向上帝委身？如果你願意，上帝祂擁有

美好的恩賜與供給，願意將這一切賞賜給祂的教會，以及賞賜給教會裡每

一個委身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已經是夠資格去經歷聖靈的充滿了！ 

    牧者勸勉每一位都成為領受聖靈的人，彰顯上帝大能的作為，使我們

教會成為一間聖靈充滿的教會，見證上帝得勝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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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第一期第一期第一期E1生命更新營參加心得生命更新營參加心得生命更新營參加心得生命更新營參加心得～～～～～～～～ 
林忠堅  

    很慚愧的是拖著疲憊又沒有準備心的態度參加了這次生命更新營的課程，

其實多少有點對不起牧師的熱心鼓舞及上帝的期待。已經很久沒有參加這類造

就的課程，沒想到第一天就被各教會熙熙攘攘又充滿活力的人群給震撼，上帝

藉著這景象告訴我該打起精神來接受裝備了，多虧我還是負責教會裝備部門。

三光教會動員這麼多參與服事的青年真是令人感動，從各個行政安排到帶敬

拜，都是這麼的專業和到位，可以想像這是要經過多少時間的討論和排練，更

不用說這兩天連假都要在這裡服事我們，所有不甘願的心情全部一掃而空，上

帝還真的是有祂很特別的安排。兩天的課程還算充實，雖然趙牧師的認識教會

課程，部分內容曾經聽過，整體教導對一個自認為是老信徒的我們仍很受用，

尤其是在生命清理課程中，更驚覺自己對生命主權認知的混淆。感謝主，讓我

們體認，淘汰是因為你已失去價值，因為過去的價值，不代表未來的地位，在

教會在職場都一樣，我們得時時警惕自己，這是神給我們一堂重要的功課。 

 

林仁堅  

    感謝神能有機會參加這次由三光教會主辦的「生命更新營」，三光教會已

經連續舉辦十次營會的經驗，這次雖有超過十間教會二百人以上報名參加，從

報到開始整個活動安排井然有序，課程內容也很豐富精彩超過期待。 

    這次是 E1、E2、E3三個營會同時舉辦，三光教會動員許多同工人力服事

參加的眾教會，兩天營會從早到晚包括會前預備一定需要花很多時間，而且十

年來每年兩次這群同工都要犧牲假日完全奉獻給教會，服事的對象又大都是非

自己教會的參加者，這實在不容易，讓我先看到一個生命被更新過的教會見證

就是如此的光景。 

    課程從認識教會開始，趙牧師幽默風趣，激勵我們要建立健康、強盛、榮

耀的教會，教會的存在是因為發揮應有的價值，而被淘汰是因為失去價值。接

下來的課程講師帶我們作自我探索及生命清理，我們的生命像一條河流，發生

過的好事壞事都會影響我們，最特別的是課程最後，講師帶我們作禱告，一樣

一樣的宣告我的靈、魂、體都要被主掌權，饒恕得罪過自己的人，破除家族纏

累歷代的咒詛，生命要先清理乾淨才能進到下一步「經歷神的同在」。 

    第一天下課後不知不覺已是晚上九點，很訝異自己還很清醒，好像真的被

清洗過！講師說她年輕時決志信主進入教會三十幾年後才真正認識耶穌，這句

話值得省思。有人問為何要參加「生命更新營」？現在我的體會是：為了幫助

我們縮短「曠野漂流期」而快速地進入認識神後的「迦南美地」！ 

 

雷慧敏  

    這次半推半就地報名參加 E1生命更新營，想到第一天上課從早上 9點到

晚上 9點就覺得害怕，心中覺得浪費兩天休假……求神原諒憐憫我的軟弱。這

兩天的課程安排，一點都不枯燥，時間很緊湊，透過講師的分享再次審視自已

的信仰生命和態度，在過程中常常有被神觸摸的感動，讓我再一次與神立約要

成為神的門徒努力傳福音回應神的愛，謝謝牧師、師母兩天的陪伴，為了我們

可是上了第四次了喔~真的很感動！如果你也願意像我一樣半推半就受造就，

上帝就會讓你生命再次經歷神豐富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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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依文  

    E1心得：很喜歡荒漠甘泉裡的一則分享-（路 5:4）把船開到水深之處。分

享裡說：「主要我們進入深處，多深祂沒有說，深的程度要看我們離岸有多

遠，我們的需要有多大」。 

    船要開到水深之處，就表示要離開岸邊，離開自己的想法、意念、生活運

作模式。參加 E1營會是我長久以來心所想望的一件事，我的一位屬靈姐妹在

E1.E2營會中生命被神大大破碎、更新，生命中所遭受的挫折、傷痛都成為鑽

石般璀璨的記號，我..羨慕這樣的生命。 

     我知道吩咐我離開岸邊的是誰。神吩咐，神必負全責，而且他早有預

備，就像彼得聽從耶穌的吩咐下網打魚，結果”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了”

呢！ 
 

張麗玲  

    E1 生命更新營給我很大很大的震撼，讓我枯槁的靈再一次甦醒過來，也

看見了神的靈運行在我們這一群愛神的人身上。 

    透過 E1生命更新營再次堅定教會存在的目的：「耶穌說：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附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19-20) 

    我們的生命要更新，生活要有見證，我們的使命要讓更多的人來認識這位

唯一的真神，其實是可以透過這樣一個非常非常完整的一個訓練課程，循序漸

進的方式讓每一個人，不論是初信者或慕道友都能在此收獲豐盛。更因為有一

套系統可依循，服事會輕省，任何人都可接手複製，也因為有參予而有成就感

與向心力。 
 

劉家蓁  

    神知道我為了尋求工作而愁煩並婉拒服事，在生命更新營藉由不認識的一

位姐妹對我說話 ：「神說：不要追求那世上虛無的事物，世上的一切都會過

去，要追求那有永恆價值的事，你會得到你應得的獎賞。」感謝主，我被綑綁

的心當下被釋放。盼望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定要來接受教會的裝備課程；了

解神對你的心意，成為神合意的器皿。 

    哥林多後書四:18說：「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冠儀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的生命更新營，從知道課程的內容起，滿懷期

待，渴望在當中真實的遇見神。主辦單位三光教會趙牧師充滿活力的分享令人

印象深刻，也佩服他和團隊的事奉和委身。 

    一系列的課程讓我們知道教會存在的目的為何—就是要實踐大誡命，完成

大使命。教會要有共同的異象，同心合一建立健康、強盛、榮耀的教會。信仰

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感謝神透過講員的分享及同工的服事，讓我得著釋放，也感受到天父的

愛。當我們的生命願意完全交託給神，神的救恩必使我們罪得赦免、脫離自

由、全人醫治、得著屬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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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3/10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迷路的人當回轉！ 

聖經：以賽亞書 44:21-22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29人 

10,300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79人 

5, 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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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人 

多加小組～11:00於和平教室  9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4人 

路加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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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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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學生 18人 

330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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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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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開課)  出席 ― 

3/14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  出席 34人 

3/15拜五 

基要真理班 預訂六月開課  出席 ―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忍耐教室  出席 連休假暫停一週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連休假暫停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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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8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10:30於信實教室  出席 3人 

以馬內利小組～20:00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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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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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DREAM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3/10 新北教會 3/3主日禮拜人數39人；主日奉獻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