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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青少年牧區青少年牧區青少年牧區青少年牧區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主後 2019 第 25 週 

 

 

 

 

 

 

 
 
 

 

 

 

 

6/23 詩篇 144篇 6/27 詩篇 148篇 

6/24 詩篇 145篇 6/28 詩篇 149篇 

6/25 詩篇 146篇 6/29 詩篇 150篇 

6/26 詩篇 147篇 6/30 箴言 1章 

 
 
 

 

 

 

 

 

6 本主日青少年牧區主日 

6 小會接納成人會員籍 

6  6/25(本週二)領袖之夜 

6  6/28基要真理班第三次課程 

6  7/14(主日)舉行第四次聖禮典 

6 為今年度本會畢業生代禱 

6 踴躍報名 2019第 24屆基督精兵戰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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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3日 日 青少年牧區主日 

◆6月 25日 二 領袖之夜 

◆6月 30日 日  

◆7月 6日 六 
牧養會議/參加三重埔

教會設教週年培靈會 

◆7月 7日 日 小會 

◆7月 14日 日 
第四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日 

◆7月 21日 日 
文字傳道奉獻主日/青

少年輔導會議 

◆7月 27日 六 檢帳 

◆7月 28日 日 
榮星教會建堂奉獻主

日 

◆7月 30日 二 領袖之夜 

◆8月 3日 六 牧養會議 

◆8月 4日 日 
長執會/父親節感恩禮

拜 

◆8月 6日 二 
中會第三次議會：淡

江中學 

◆8月 11日 日 什一奉獻日 

 
本週信息：年輕人努力的目標 

 

經文：馬可福音 10:17-22 

 

下週信息：質與量增長的教會 

 

經文：使徒行傳 2: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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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牧區主日禮拜程序(第一場)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林惠萍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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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愛祢、2. 一世人跟隨祢、3. 上帝所賜活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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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讀………………祈禱文：互年輕人有屬天智慧………………會   眾 

交    讀 …………………啟應文：聖經中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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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0:17-22………………………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完全順服祢……………………… 敬拜詩班 

講    道……………………「年輕人努力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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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92 首 主，當我有氣力的時………………會   眾 

詩    歌 …………………………滿有能力………………………青少年牧區 

見證分享…………………………………………………………… 林承億弟兄 

牧區分享……………………………………………………… 輔導林仁堅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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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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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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文祈禱文祈禱文祈禱文                                                    

                                                                                齊讀齊讀齊讀齊讀：：：：互年輕人有互年輕人有互年輕人有互年輕人有屬天智慧屬天智慧屬天智慧屬天智慧 
 

天父上帝，祢作阮逐世代的主宰，受恩的眾兒女是祢恩典永遠的後嗣，求

祢互阮無失落祢早前所賞賜互眾兒女屬天的智慧。今早起，眾信徒兄姐同

聚集，奉祢的名舉行青少年牧區主日禮拜，阮懇求主互諸個年輕人有此款

的智慧，跑走信仰的道路。親像古早的一位學者按呢講：阮的意志是屬佇

阮，總是的確著將它順服。親像一位聰明的王講：凡若照所定著的時間成

就的，對阮來講就�太早抑是(á-sī)太慢。親像一位學者講的：向望上帝成

就大代誌，著圖謀為上帝成就大代誌。親像一位信仰的人所講：遵照主的

旨意，阮就有平安。親像一位聰明的婦仁人講：祈求這(che)，祈求彼

(he)，呣值得求上帝的同在。親像一位學者祈禱講：求主照自己的命令賞

賜，照自己的旨意命令。親像一位學者祈禱講：互阮�記得以前，求主引

導阮的將來。願主施落恩典，互阮眾人得著諸個(chiah ê)話的造就，保守

所有年輕人的一生佇祢的內面。祈禱靠主耶穌聖名求，阿們。 

 

啟應文啟應文啟應文啟應文                                                        

交讀交讀交讀交讀：：：：聖經中的青年聖經中的青年聖經中的青年聖經中的青年人人人人 
 

啟：咱著怎樣苦勸青年人？ 

應應應應：：：：苦勸青年人親像兄弟苦勸青年人親像兄弟苦勸青年人親像兄弟苦勸青年人親像兄弟；；；；勸恁著守己勸恁著守己勸恁著守己勸恁著守己。（。（。（。（提前五提前五提前五提前五：：：：1；；；；多二多二多二多二：：：：6）））） 

啟：咱著怎樣看待青年人？ 

應應應應：：：：無得無得無得無得因為恁的少年來看輕因為恁的少年來看輕因為恁的少年來看輕因為恁的少年來看輕  。（。（。（。（提前四提前四提前四提前四：：：：12）））） 

啟：耶和華指示年輕的人什麼是好，愛恁行什麼？ 

應應應應：：：：獨獨愛獨獨愛獨獨愛獨獨愛恁行公義行公義行公義行公義，，，，心存憐憫心存憐憫心存憐憫心存憐憫，，，，謙卑及上帝謙卑及上帝謙卑及上帝謙卑及上帝相及行相及行相及行相及行。（。（。（。（彌六彌六彌六彌六：：：：8）））） 

啟：青年人著用什麼清氣恁的所行？ 

應應應應：：：：是著照上帝的話來是著照上帝的話來是著照上帝的話來是著照上帝的話來細膩細膩細膩細膩（（（（soè-jī））））行行行行！（！（！（！（詩一一九詩一一九詩一一九詩一一九：：：：9）））） 

啟：青年人著佇叼落（tah-loh）方面作信徒的模樣？ 

應應應應：：：：著佇講話著佇講話著佇講話著佇講話、、、、佇仁愛佇仁愛佇仁愛佇仁愛、、、、佇信佇信佇信佇信、、、、佇佇佇佇清氣清氣清氣清氣，，，，做信徒的做信徒的做信徒的做信徒的模樣模樣模樣模樣。（。（。（。（提前四提前四提前四提前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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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牧區主日禮拜程序(第二場)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林惠萍執事     司琴：潘嬿如姐妹、田紹祈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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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弗敬拜詩班 

詩歌讚美 ………………………………………………………撒拉弗敬拜詩班 

     1. 從早晨到夜晚、2. 祢是我的唯一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馬可福音 10:17-22………………………司   禮 

講    道…………………「年輕人努力的目標」……………………主   禮 

祈    禱…………………………………………………………………主   禮 

《《《《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    

回 應 詩 ………………………如鷹展翅上騰……………………… 會   眾 

詩    歌 …………………………滿有能力………………………青少年牧區 

見證分享…………………………………………………………… 林承億弟兄 

牧區分享……………………………………………………… 輔導雷慧敏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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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弗敬拜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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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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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良牧師 

司

司司

司    

        

    禮

禮禮

禮 

  

 林惠萍 廖玉雲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蔣毓方 潘嬿如、田紹祈 黃依文 楊舒涵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蘇錦淑、吳炘憶 陳翠娥、陳俞甄 蕭銘美、曹怡悅 郭桐志、汪嗣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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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偉程/撒拉弗敬拜詩班 
吉他：陳迦恩 
貝斯：張雲德 
鼓手：田紹恩 

田偉程/ 
林冠儀 

黃于馨/DREAM 敬拜團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貝斯:張雲德、鼓手:吳啟男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吳青峯 吳青峯 楊舒婷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詹烜炎、許崑淵 ― 李景峯、莊五妹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施淑梨、黃麗卿 陳俞甄 廖  娥、周惠美 林承億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煮飯：許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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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加小組(一)、恩典+恩慈小組(二) 

善後：泉源小組 

打菜:迦恩、迦勒小組(一)、恩惠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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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信欣/周美桃、陳翠娥 謝惠聰/林惠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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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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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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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努力的目標年輕人努力的目標年輕人努力的目標年輕人努力的目標))))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一間教會最火熱服事的兩個群體，就是婦女與青少年。牧者願以希伯來書 
六：1 期許青少年：「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 
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年輕人努力的目標是邁向成熟，邁向完全。 
  1) 知識上的成熟（IQ）。 
  2) 情緒上的成熟（EQ）。 
  3) 道德上的成熟（MQ）。 
  4) 靈性上的成熟（SQ）。 

  
 
 

2. 可十：17~22 記載年輕財主來找耶穌詢問信仰。從外在言語到行為，可按 
他自己所稱作一個“良善的人＂。耶穌深知人心，這位年輕人的道德標準 
已經是接近 A 了，但耶穌竟然要他更加完全達到 A﹢。 
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教會的青少年，年輕時就認識救主基督是你們一生的福氣，但更要緊的是
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年輕財主已經問到生命的重點，卻拒絕耶穌對努
力“進到完全＂的要求，憂憂愁愁地離去，已經到了天堂門口卻說我不進
去。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身為年輕人，你這一生的大志是什麼？ 

2. 年輕人你怎樣將人生大志建立在耶穌基督這個目標上？ 

3. 按你的看法，年輕的財主為何在耶穌面前憂憂愁愁地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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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主日青少年牧區主日主日青少年牧區主日主日青少年牧區主日主日青少年牧區主日 

感謝青少年獻詩、見證分享、輔導分 

享牧區現況，在兩場禮拜中將播放短 

片呈現牧區小組生活點滴。青少年是 

教會未來的棟樑，期許重新青少年能 

裝備自我，為主所用。請各位會友邀 

請家中青少年參加小組，並為青少年 

牧區關心代禱及奉獻。 
 

2. 小會接納成人會員籍小會接納成人會員籍小會接納成人會員籍小會接納成人會員籍 
小會接納下列成人會員籍由三重埔教 

會轉入至新北教會：陳鼎元、謝昇諭 

、黃惠美、凃秀娜、梁宇恩、梁宇軒 

、孫靜慧、邱益祥、邱明愃，共 9 名。 
 

3. 領袖之夜領袖之夜領袖之夜領袖之夜 
本週二(6/25)晚上 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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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7:15-7:30 請參加者自己為領袖 
之夜默禱等候。 
 

4. 基要真理班第基要真理班第基要真理班第基要真理班第三三三三次課程次課程次課程次課程 
本週五(6/28)晚上 7:30 在禧年館上第 
5~6課，請學員致意出席。 
 

5. 第第第第四次聖禮典四次聖禮典四次聖禮典四次聖禮典 
訂 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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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政淵、蕭月英、吳介元、陳秀玉、 
劉林翠霞、鍾俊姬、宋春男、葉大妹 
、潘榮坤、楊月華、李安(黃淑芬姐兒 

子)、廖峰楠(廖弓普執事父親)、葉萬
福(葉陽明父親)、林美德、葉美德(湯
牧師母親)、潘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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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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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的名字早日記在天上
生命冊裡。 

3. 請兄姐為今年度本會畢業生代禱，求

主帶領他們邁入新階段的學習，並請
為今年度接受升學考試的青少年代禱 

，求主賞賜他們智慧。 

國小：陳新恩、方思涵 
國中：蘇雅恩、林煦恩、蘇宥璇 
高中：王晧玟、王晧璿、田薏亘、 

      陳隆恩、萬以樂、柯竣閎、 
      周品綺、吳鈺聖 
大學：江敬瑜、楊舒婷、陳俊廷 

 
 
 
 
 
 
1. 2019 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年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 

北中財務部主辦，時間：6/29(週六)上
午 9:00~12:30，地點：板橋教會，請財

務同工報名參加，詳閱布告欄。 
 
2. 2019 第第第第 24 屆基督精兵戰鬥營屆基督精兵戰鬥營屆基督精兵戰鬥營屆基督精兵戰鬥營 

時間：2019/7/18~7/20(四~六)，對象： 

國中、高中生，地點：新竹聖經書院，
費用：2800 元(青少年負擔 1000 元，其
餘由牧區補助)。神學生仁全哥會全程
陪同青少年參加，歡迎青少年踴躍向
輔導們報名參加！ 

 
3. 《《《《維克特的傳說維克特的傳說維克特的傳說維克特的傳說 2019》》》》暑期營會暑期營會暑期營會暑期營會 
屏東和平長老教會主辦，時間：7/1~ 

7/4(週一~四)，地點：台南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歡迎青少年兄姐踴躍報名，詳 

閱布告欄。 
 
4. 靈性靈性靈性靈性關關關關懷懷懷懷加值加值加值加值長長長長照照照照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會會會會 

由基督教林口靈糧堂承辦「整合性安 
寧全人照護培訓與宣導推廣計畫」之 
「靈性關懷加值長照說明會」，日期 
：7/19(週五)下午14:00-16:00，地點： 
基督教林口靈糧堂，歡迎社區關懷同 
工踴躍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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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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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1,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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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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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1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6,0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2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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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750元元元元(1/1-6/16)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總會事工總會事工總會事工總會事工奉獻奉獻奉獻奉獻主主主主日日日日  
上週小計：11,300元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新北教會新北教會新北教會新北教會 上週小計：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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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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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戶外踏青&座談會、

慶生會︰華陶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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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獻唱：下週由松年牧區獻詩，所
以會前練唱暫停一次，但會後仍要練
唱。 

2. 7/14(日)1:30，有一場[感恩與關懷]弦
樂四重奏音樂會在 2 樓大堂舉行，由
林晏如老師的學生林詳叡，和他的哥 

 

哥姐姐們一同演出，節目中穿插福音
詩歌以及見證分享，邀請忠義國小
611 的第 16 屆畢業生們，家長們一起
來共襄盛舉，邀請教會兄弟姐妹一起
與會關心代禱，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愛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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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第二場禮拜由 DREAM 敬拜團 
主領敬拜，敬拜曲目：1. 在這裡、2. 你
是我的一切（you are my all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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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青少年 

牧區主日 

小組暫停 

青少年 

牧區主日 

小組暫停 

電影 

欣賞 

6/30 討論下一季行事曆 

但以理書 

4 章 

-于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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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 8：45-9：10 於禧年館 

6/23：聖經故事主題：在磐石之上 
  6/30：聖經故事主題：天上的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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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幸佑老師/ 

仲晴 
碧芬老師 

加恩
承翰 

6/30 
秀真老師/ 

品新 
智媖老師 

聿釗
胤樊 

◆本週主日學課程主題為「神等候的愛- 

  瑪拉基」，描述撒瑪拉基書是舊約聖 

  經的最後一卷書，寫於以色列人從巴 

  比倫回歸之後，神興起先知瑪拉基， 

  讓以色列人看見他們雖然在缺乏當中 

  ，神仍在掌權；他們生活應憑信心， 

  不憑眼見。 

◆本週課程目標，期許小朋友能懂得敬 

  畏神、愛神，遵行神的話噢，並願意 

  將自己最好的獻給神。 

◆今年教會暑期兒童營將於2019年7月13 

  日(六)及14日(日)辦理。即日起可開始 

  報名參加。目前各項準備工作都已陸 

  續進行中，請為本活動所有參與的同 

  工及小朋友代禱。 

 

本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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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16 主日講章 

聽道撒好種聽道撒好種聽道撒好種聽道撒好種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 8:4-15 

                                                

    某鄉下教堂的神父發現每當他講道的時候，有些信徒總是在打瞌睡，有些

信徒甚至睡到打鼾聲。可是，當別的神父應邀來講道時，聽眾連眼睛都不敢眨

一下。有一次，講道完，神父就去問那位剛醒過來的信徒是什麼原因，這位信

徒伸伸懶腰說：「原因是你講道時，我們有把握，敢肯定您講的都對。但是，

當另一個神父來講道時，我們就不敢有這種想法，不能不注意聽清楚！」 

    在請假旅歐期間，我已經四個主日沒講道，雖比較輕鬆，但也有機會觀摩

國外教會。比較特別的經驗是 5/22 我在法國蒙馬特山聖心堂廣場畫家村的新巴

克裡，遇到一對來自瑞典的夫妻，他們說台灣讚。6/3 我們全家住在荷蘭南部

的一個民宿，主人告訴我台灣讚。6/11 我們夫婦在荷蘭海關出境檢查，官員告

訴我們台灣 No.1。 

    5/26 約定全家到斯派克尼瑟一間三年前我們去過的基督教會做禮拜，印象

深刻的是三年前讀經時信徒會翻聖經，三年後讀經時信徒竟然不翻聖經了，我

四下察看信徒只看 ppt.，我覺得不妥，恐怕信徒回家後也不翻聖經。 

    6/2 全家前往荷蘭南部古都馬斯垂克，我們在參觀一間當地很氣派莊嚴的

天主教大教堂，順道進入參觀，就與他們做禮拜。很為難的地方，裡面在做禮

拜，外面及後面觀光客在走動參觀教堂，多多少少干擾禮拜的進行。 

    6/9 全家在宜臻住處附近一間基督教會參加聖靈降臨節聯合禮拜，禮拜堂

全滿座，一個半小時的禮拜，有很多時間是會眾及詩班的唱詩讚美主，女牧師

講道約短短 15 分鐘。 

    在長老教會的禮拜中，講道的地位是整個禮拜的高峰。我個人覺得應該把

「講道」改作「聽道」更確切，因為講道只有一個人在講，聽道是所有會眾都

在聽，包括講道者也在聽道。會眾常期待講道者講得好，卻忽略自己也要聽得

好！反過來說，我聽見有些會友說這個講師講得好，不如說這些會友聽得好。 

   已故周聯華牧師對講道者的要求是聲音佔最主要的地位。每一位使用口來

完成他工作的人，都要十分注意聲音的訓練、使用及保養。他很佩服不單是靠

喉嚨工作，且是靠聖靈事奉的傳道人。我個人只聽過周聯華牧師講過一次道，

是在豐原浸信會，那也是我聽過最佩服的一次解經講道！透過周聯華牧師的講

道，讓我學習講道者的角色。 

    耶穌是道，也是講道者，祂從天上來到地上，這時候來到加利利海邊對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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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眾佈道，而他們都在注意聽道，將會帶出什麼樣的影響呢？請大家注意在

這個比喻故事裡，耶穌強調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強調第一個重點強調第一個重點強調第一個重點強調「「「「上帝的話語上帝的話語上帝的話語上帝的話語」。」。」。」。11 節說：「種子就是上帝的道」，《現

修本》說「上帝的信息」。我們都知道“種子”都是一樣的，就是上帝的話

語，差別就在落在什麼樣的土壤裡－－落在路旁（5、12 節）、落在淺土的石

地上（6、13 節）、落在荊棘雜草中（7、14 節）、落在好土裡（8、15 節）。

至於“撒種者”乃是同一個人在撒種，就是指耶穌，聖子上帝從天上來到世間

傳道給世人。以現代意義來看，任何只要是傳基督福音的人就是“撒種者”。 

    耶穌所說的比喻，對我們稍為有年紀的台灣人並不陌生，而且每一個人只

要到鄉下有農田的地方去，不難看到撒種的情景。不過，按太十三：1，可

四：1記載，耶穌當時是對住在加利利海岸邊的群眾講有關陸地上農民撒種的

比喻，《信息本聖經》描述他們的眼睛大開卻不見一物，他們的耳朵大開卻不

聽一物（Their eyes are open but don’t see a thing, Their ears are open but don’t hear 

a thing.）。我想，聖靈今晨必帶給各位意想不到的啟示。 

    第二個重點強調第二個重點強調第二個重點強調第二個重點強調「「「「聽上帝的話語聽上帝的話語聽上帝的話語聽上帝的話語」。」。」。」。8 節說：「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大聲

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奇怪，耶穌把“道＂撒下去，講完了比喻

故事，門徒竟然聽不懂，那麼群眾也一定聽不懂。耶穌把責任放在“聽道者”

的身上，「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喚起人們的注意，調整自己聽道的心

態。 

    一般人在生活中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傾聽”上，遠來得比說、讀、寫還

多。我們學習多聽少說，因為“說”往往是說你所知道的，“聽”可使你學習

到新事物，舉例就以“聽”的一個動作，日常生活一般對話的“聽”，和做禮

拜的“聽”就不同。信徒現在雖同坐在會眾席一起聆聽同一篇信息，不過每一

個人對於所聽的道的領受都不同的！ 

    威斯康辛大學溝通藝術教授 Stephen E. Lucas 在他所寫的《表達與演說藝

術》一書定義“聽見”（hearing）與“聽進去”（listening）兩者不同。“聽

見”是一種生理過程，聲波震動中耳，刺激大腦內的電化學神經傳達到內耳，

直到中樞聽覺系統。至於“聽進去”則是專心傾聽和瞭解意義，即使我們已經

仔細聆聽，還是只能抓住 50%的內容。經過一天之後，我們就忘了，只記得

10%。 

    記得我在之前的教會牧會時，團契曾經邀請林月桂牧師來分享，她說了一

句很有意思的話：「每一個禮拜牧師講的道那麼多，我們也許記不起來，不過

至少若能聽進去一句話就很不錯啦！」這次跟團去歐洲，在每個景點導遊千交

代萬交代把自己的包包背在前面，團員都照做，那就是有聽進去。 

    “聽”這個中文字很有意思，意即要從耳朵聽進去心裡，難怪耶穌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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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故事裡用了 7 次“聽”字，若讀另外在對照的馬太福音十三章裡一共用了

19 次“聽”字，來強調“聽”對上帝的話語的重要性。耶穌更用四種不同遭遇

的種子（路旁、磐石上、荊棘裡、好土裡）對上帝之道聽得不一樣就有不同回

應，耶穌說得很清楚。 

    前三種種子是我們常常忘記的，當我們傳達上帝的道的時候，不光是一場

機械式的演講而已，實在是有超自然的事情在其中發生。撒旦可以由人心中把

所講的道奪去。當然，人領受道結出好果子也是聖靈的工作與保守，這是第三

個重點所要說的。 

    第三個重點強調第三個重點強調第三個重點強調第三個重點強調「「「「聽上帝話語的好果效聽上帝話語的好果效聽上帝話語的好果效聽上帝話語的好果效」」」」，因為種子落在好土成長茂盛、

結實纍纍（8、15 節）。我們看見一位撒種者每次撒種，用手抓起一把種子撒

出去時，他無法完全控制每一粒小小種子，但所有種子卻落在不同的土壤環境

裡，其結果也完全不同！好比有些種子是落在好土裡的，有結實百倍的。「百

倍」意思並不是說一粒種子生出一百粒種子，而是說最後豐收的程度很驚人！

請注意，撒種者是站在一個狹小的點上撒種，它與收成的廣大面積恰成對比！

一粒種子可以結實纍纍，一個播稻的點可以造成全面的收成。 

    這樣的人是甘心接受主道的人，聽見了上帝的話語，接受並堅忍著直到結

出果實來。他們彼此的收穫也許不同，耶穌的重點當然不在到底幾十倍，而在

都盡心盡力去持守，耶穌要上帝的話語落在這種類型的人身上。老實說，前三

種人都是對上帝話語無心的人。真正的聽道往往是在禮拜後，而不是禮拜中。 

    教會每主日都有好些新朋友來來去去，許多人往往是來觀望的。他們對基

督教、教會、禮拜儀式、傳說中或朋友介紹的教會感到好奇，當他們來兩三次

之後，就不再感到好奇，也就不再來了。他們對上帝的話語無心。 

    各位，“聽”或“怎樣聽”實在很重要，因為主耶穌一再強調「有耳可聽

的，就應當聽！」可見，主耶穌的福音在人心中是否生效，不是種子不好，因

為種子是至高上帝的話語，而是要看聽道的人在他們內心是否有好的預備，是

否有良善誠實的心，是否有堅忍的恆心，是否有敞開心耳去聽？聽道要聽出道

理，覺得有道理，內心自然渴慕“道”及“聽道”，進而接受“道”，相信

“道”。 

    在台灣，福音的確難傳，但絕非沒機會，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機率，是我們

要好好把握的！謹記路加福音作者的教導：「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

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路八：

18）羅十：17 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我們之所

以信道，乃因我們曾“聽道”，我們曾“聽道”乃因有人傳道。各位，不知你

是否有時覺得自己信得很鈍，因為你聽得也很鈍，願主幫助你留心去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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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主日短文青少年主日短文青少年主日短文青少年主日短文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的的的的成成成成績績績績單單單單 
      

    德國父母的“成績單” 讓華人家長觸動。我和老公去德國旅遊，順便看

望了在柏林生活的表姐。我們到表姐家時已是晚飯後，表姐戴著耳機在上網，

表姐夫在看書，他們讀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凱文在做作業。這靜謐的氛圍讓我們

不也大聲說話。 

    凱文禮貌地和我們打過招呼，又繼續在紙上寫什麼。我好奇地看著凱文，

心想：「德國孩子做作業怎麼不用作業本？」看到我詫異的表情，表姐說：

「凱文在給我們評分。」「評分？」我不解地問：「孩子給父母評分？」表姐

點點頭，說：「是的，每逢月末，凱文都會根據這個月的實際生活情況，對我

和他爸爸的行為進行評分。我們看到這份《父母成績單》要簽署意見，再由凱

文交給老師。」 

    這是一份怎麼樣的《父母成績單》？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等凱文填好

後，表姐遞給了我。《父母成績單》上共有 10 道題目，優秀為 A+，合格為

A，不合格為 B。每一項都做出選擇後，可以看到父母本月在孩子心中是否合

格。我饒有興趣地看了起來―― 

1.父母彼此間和睦相處，互敬互愛，從不在我面前使用不文明語言或無休止地 

 爭吵。 

2.父母能為我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不以電視、電腦或大聲說話來影響我的學 

 習。 

3.父母能積極學習，不斷進取，能做我的“智多星”，能提高對我的教育能 

 力。 

4.父母能認真聽取我的學習情況彙報，為我推薦一些有益的學習資料和課外閱 

 讀書刊。 

5.父母能經常與我溝通，耐心地傾聽我的訴說，從不態度惡劣地打斷我。 

6.父母能關心我的身心健康，膳食平衡，視力保護和生理健康，帶領我積極鍛 

 煉身體。 

7.父母每月都給我零花錢，但會指導我合理使用，讓我學會勤儉節約。 

8.父母從不溺愛我，每天都耐心指導我做力所能及的家務，培養我的獨立能 

 力。 

9.父母能正確對待我的不良生活習慣，不是強行制止，而是和我講道理，幫助 

 我改正。 

10.父母能主動與老師保持聯繫，一起幫助我在成長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表姐看了《父母成績單》上凱文的評分，將表格遞給表姐夫，然後對凱文

說：「看到你給我們的多了個 A+，我們很欣慰得到你的認可，會更加努力地

改進，你也要努力學習。」凱文重重地點了點頭。 

    這份特殊的“成績單”深深地觸動了我，想想我女兒已經上小學三年級

了，我平時總是要求她要考第一，卻從沒想過我要為她的學習和成長提供什麼

樣品幫助。我把這份《父母成績單》記錄下來，以後我和老公也要在女兒的監

督和見證下作她成長道路上的榜樣。 

                                                    （筆者：李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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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6/23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年輕人努力的目標 
聖經：馬可福音 10:17-22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11人 

7,440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5人 

4,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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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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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蒙福小組～13:30於良善教室  出席 3人 

恩惠小組～14:00於和平教室  出席 8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8；學生 13人 

191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5人 

盼望小組～9:00於喜樂教室  出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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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 

活力學習營 陶笛班～13:30禧年館  出席 9人 

6/25拜二 成長班 第一期 5/14結業  出席 ― 

6/27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  出席 28人 

6/28拜五 

基要真理班 禧年館～19:30  出席 10人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忍耐教室  出席 4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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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佳音館溫柔教室  出席 7人 

6/29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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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張千駿弟兄家  出席 9人 

第八牧區 慕溪小組～10:00王耀華弟兄家  出席 隔週聚會 

撒拉弗敬拜詩班 19:3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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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新北教會 6/16主日禮拜人數41人；主日奉獻2,78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