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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 

教會與社會教會與社會教會與社會教會與社會    

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奉獻主日    

                              主後 2019 第 33 週 

 

 

 

 

 

 

 
 
 

 

 

 

 

8/18 雅歌 7 章 8/22 以賽亞書 3 章 

8/19 雅歌 8 章 8/23 以賽亞書 4 章 

8/20 以賽亞書 1 章 8/24 以賽亞書 5 章 

8/21 以賽亞書 2 章 8/25 以賽亞書 6 章 

 
 
 

 

 

 

 

 

5 本主日總會所訂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 

5 八月份領袖之夜訂本週二(8/20) 

5 全教會單獨會主收回七月份讀經日程表 

5 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期生命更新營報名 

5 第五次聖禮典訂 9/8(主日)舉行 

5 請信徒兄姐踴躍參加每週六上午早禱會 

5 恭喜甘和勳、劉宛筠 8/12喜獲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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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8 日 日 
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

青少年輔導會議 

◆8 月 20 日 二 領袖之夜 

◆8 月 25 日 日  

◆9 月 1 日 日 小會 

◆9 月 5 日 四 松年中心第 24 期開課 

◆9 月 7 日 六 牧養會議 

◆9 月 8 日 日 

第五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日/小組專講，講師 

：潘純冕牧師 

◆9 月 13-14 日  E1、E2 營會(台神) 

◆9 月 15 日 日 聖經學院奉獻主日 

◆9 月 22 日 日 青少年輔導會議 

◆9 月 24 日 二 領袖之夜 

◆9 月 29 日 日  

◆10 月 5 日 六 
牧養會議(雙十節補班

補課) 

◆10 月 6 日 日 
重陽敬老會主日/執事

提名投票/長執會 

   

本週信息：宣揚福音的教會 

 

經文：羅馬書 1:16-17 
 

下週信息：頌讚上主救恩 

 

經文：以賽亞書 61:1-2、10-11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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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陳建民執事     司琴：方思涵姐妹、黃依文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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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愛傳出去、3. 依靠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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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讀 …………………………十  誡…………………………… 會   眾 

啟    應………………………啟應文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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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16-17……………………… 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咱攏成為一家人…………………… 第二牧區 

講    道……………………「宣揚福音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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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32 首 我認救主無驚見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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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8 首 榮光歸聖父上帝……………… 會   眾 

祝    禱…………………………………………………………………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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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民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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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將我更新、2. 呼求你憐憫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羅馬書 1:16-17……………………… 司   禮 

講    道……………………「宣揚福音的教會」……………………主   禮 

祈    禱…………………………………………………………………主   禮 

《《《《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回應神》》》》    

回 應 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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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禱…………………………………………………………………主   禮 

祝福與差遣 ………………………賜福與你…………………DREAM 敬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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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服事

聖工服事聖工服事

聖工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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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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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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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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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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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民 林仁堅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方思涵、黃依文 楊舒涵 潘翊丰、黃依文 潘嬿如、田紹祈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蘇錦淑、吳炘憶 廖弓普、莊五妹 蕭銘美、曹怡悅 吳碧芬、高榮樹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蘇筠茹/ 
江明盛、蕭加恩 

黃于馨/DREAM 敬拜團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貝斯:張雲德 

鼓手:田紹恩 

蘇錦淑/ 
林忠堅、林恆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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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楊舒婷 吳青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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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崑淵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王秀蓮、李月女 黃祥晉 施淑梨、黃麗卿 林煦恩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煮飯：周詳人 煮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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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小組(二) 

善後：恩惠+蒙恩小組 

打菜: 多加小組(一)恩典、恩慈小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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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信欣/周美桃、陳翠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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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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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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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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福音的教會宣揚福音的教會宣揚福音的教會宣揚福音的教會))))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宣揚主的福音的教會，我們重新教會設立在大三重地

區也是為著宣揚主的福音而存在。 
 
 
 

2. 羅一：16~17 這段經文是出自使徒保羅口中的一段積極且令人興奮的話
語，是保羅福音的精華，是保羅神學的總括。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我們以“福音＂為榮，因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2. 我們以“福音＂為榮，因為福音滿足人類最深處的需要。 
 
 
 

3. 我們以“福音＂為榮，因為福音對於信的人是白白得的救恩。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使徒保羅以“福音＂為榮，教會以“福音＂為榮，我以“福音＂為榮。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鮑能師母以“福音＂為榮，她的「第四個兒子」福音心、宣教情，帶給你個人什

麼樣的感動？ 
2. 保羅怎樣以“福音＂為榮？ 
3. 我怎樣以“福音＂為榮？世人怎樣因我以“福音＂為榮，也同樣以“福音＂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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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總會所訂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本主日總會所訂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本主日總會所訂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本主日總會所訂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 

請為總會及中會教社事工關心代禱 

及奉獻。 
 

2. 八八八八月份領袖之夜月份領袖之夜月份領袖之夜月份領袖之夜 

本週二(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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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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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月份讀經月份讀經月份讀經月份讀經日日日日程表程表程表程表 

請完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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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期期期期生命更生命更生命更生命更 

新新新新營營營營參加者預備心參加者預備心參加者預備心參加者預備心 

訂9/13-14(週五-六)在台灣神學院舉 

辦，E1報名27位，E2報名22位，已 

報名的同工請預備心參加。 
 

5. 第五次聖禮典第五次聖禮典第五次聖禮典第五次聖禮典 

訂 9/8(主日)舉行，欲接受洗禮或堅 

信禮者，請向冠儀幹事報名。 
 

6. 請信徒兄姐踴躍參加每請信徒兄姐踴躍參加每請信徒兄姐踴躍參加每請信徒兄姐踴躍參加每週週週週六上午六上午六上午六上午 

9:00-10:15 在副堂舉行的早禱會在副堂舉行的早禱會在副堂舉行的早禱會在副堂舉行的早禱會，，，，為為為為 

國度及教會的復興呼求祈禱國度及教會的復興呼求祈禱國度及教會的復興呼求祈禱國度及教會的復興呼求祈禱。。。。 
 
 
 
 
 
 
 

1. 肢體代禱： 

在家靜養： 
林曾根、葉大妹、蔡政淵、蕭月英、
吳介元、陳秀玉、劉林翠霞、宋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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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甘和勳、劉宛筠 8/12 喜獲一子 

，生產順利，母子均安。 

3. 一人一小組，一人一服事，同心合
意一起建造主教會。 

 
 
 
 
 
 
1.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教會訂教會訂教會訂教會訂 8/25(下下下下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舉行舉行舉行舉行駱昆和駱昆和駱昆和駱昆和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就任第六任主任牧師就任第六任主任牧師就任第六任主任牧師就任第六任主任牧師暨暨暨暨林淑美林淑美林淑美林淑美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就任就任就任就任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牧師授職感恩牧師授職感恩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禮拜禮拜禮拜 

下午3:00舉行，來帖邀請歡迎兄姊參 

加給予祝福及鼓勵。 
 

2. 第十三屆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第十三屆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第十三屆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第十三屆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 

由總會主辦，日期：8/23~24(週五~週 

六)，地點：崇光女中-文萃樓，歡迎主 

日學老師、家長報名參加，詳閱布告
欄。 

 
3. 北中教育部親子教育講座北中教育部親子教育講座北中教育部親子教育講座北中教育部親子教育講座 

主題：教養迷思，日期：8/24(週六) 

上午9:30~12:00，地點：永和教會， 

歡迎主日學校長、老師、同工報名 

參加，詳閱布告欄。 
 
4. 榮星教會感恩義賣會榮星教會感恩義賣會榮星教會感恩義賣會榮星教會感恩義賣會 

日期：8/25(主日)下午 2:30~4:00，地
點：榮星教會，目標：西非霖恩小學
建初中與榮星教會建堂，詳閱布告欄 
 

5.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八角塔男聲合唱團 

演唱主題：大衛詩篇合唱系列，日期 

：9/2(週一)，地點：台北國家音樂廳 

，歡迎踴躍購票聆聽，詳閱布告欄。 
 

6. 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北中松年部 2019 年秋季靈修三日遊年秋季靈修三日遊年秋季靈修三日遊年秋季靈修三日遊 

日期：9/17-19(週二-四)，靈修會場 

：碧海藍天大飯店，9/5前報名截止 

，報名洽吳世平長老，詳閱布告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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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5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3,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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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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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0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6,5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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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750元元元元(1/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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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元    
 

 
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 上週小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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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第 24 期將於 9/5 開學，本期 12 堂課 
，每月 500 元，全期繳清優惠價 1350 元 
，歡迎新舊同學參加，報名請洽幹事林
冠儀。(課程表下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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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訂於10/18-20三天兩夜花蓮六十 

石山退修會，請關心代禱。 
2. 本週由牧區獻詩，所以會前練唱暫停

一次，但會後仍要練唱。 
3. 下週獻唱：榮耀就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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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第二場禮拜由撒拉弗敬拜詩班主
領敬拜，敬拜曲目：1. 我們又在一起 
、2. 一切歌頌讚美、3. 你神蹟如此真 

 
實；回應詩：千萬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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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種子落在好

土裡？論撒

種的比喻 

-君君姐 

神聖誡命

定吉凶 

-瑞娟姐 

但以理書 

9 章 

-于馨 

8/24 
不去會後悔真心推薦

必去一日遊(地點保密) 
― 

8/25 

新舊都歡

喜？論新舊

難合的比喻 

-仁全哥 

以色列民

族的形成

-總複習 

-幸雯姐 

但以理書 

10 章 

-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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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聖經故事主題：拉撒路復活 

8/25：聖經故事主題：施洗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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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秀真老師/ 

品新 
曉芳老師 

聿釗
允丞 

8/25 
幸佑老師/ 

紹祈 
碧芬老師 

凱睿
允荷 

◆本週的主題為「以賽亞呼籲人民行公 

  義」，這一課的信息是先知對歸回故 

  鄉之後的以色列人說的話，特別是對 

  似乎重視禮拜、禁食、禱告，卻忽略 

  信仰精神的人民說的。先知傳講的信 

  息是：以色列人不能徒有禮拜、禱告 

  的儀禮或禁食的儀式，重要的是要過 

  公義的生活。 

◆本週課程目標，要教導小朋友明白以 

  色列民族中先知的角色，同時指出先 

  知教導的重點是「信仰與生活要一致 

  」，鼓勵小朋友聆聽先知的教導，學 

  習公道，伸張正義。 

◆暑假接近尾聲，主日學提醒小朋友， 

  暑假作業要記得完成，並希望每個主 

  日都能盡量準時來到主日學敬拜神， 

  並將聖經中的信息牢記在心中，且盡 

  量在每天的生活中實踐出來。另外， 

  也請小朋友有空的時候，能夠練習主 

  日學老師所教導的詩歌歌曲及動作。 

 

本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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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1 主日講章 

給予的教會給予的教會給予的教會給予的教會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 16:1-13 

                                                 瑪拉基書 3:6-12   

                                                

    基督徒是「給予的人」，因為基督信仰教導我們「施比受更為有

福」。感謝主，上週週間，台灣受到了兩種天然災害的侵襲，地震與颱

風，都沒有造成極嚴重的災情。地震發生當下，台北因盆地效應，大樓搖

晃得很厲害，我內心雖也感覺害怕，唯有禱告交託求主保守台灣。利奇馬

颱風的走向很奇妙地竟然偏北八十公里，否則如此猛烈的颱風，掃過北部

各縣市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許多信徒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決定到底要捐獻多少給教會，因人而

異。有些人只拿出口袋裡的或皮包裡叮噹響的一些錢來奉獻；有些人每週

都拿出同樣額度的金錢來奉獻，不多也不少；有些人則以定規的基準獻上

收入的十份的一份；有些人則甚麼也不獻，教會怎樣規定，或者傳道人你

說你的，我都無動於衷；有些信徒總覺得傳道人講太多有關金錢的信息

了。最近我聽到我的一位牧師同學提到他去這間教會牧會將近五年，第一

次講有關奉獻的信息，有的信徒告訴牧師他個人的想法，會眾自然有不同

的反應。 

    有一則故事說到某教會的一位會友向牧師埋怨說：「最近我老是聽到

人要不停地給予、給予、給予的信息……」。牧師說：「感謝主，讚美

主，你已經對基督教做了一番我所聽過最棒的描述了！」各位，傳道人為

甚麼要說有關 “給予＂的信息，因為那是聖經的命令。請各位注意看剛

剛所讀過的這兩段經文，你將發現到如何更成為一間給予的教會。 

  一一一一、、、、我們在財務上必須明智行事我們在財務上必須明智行事我們在財務上必須明智行事我們在財務上必須明智行事（（（（路十六路十六路十六路十六：：：：1~13））））：：：： 

    在路十六：1~13所記載機警的管家的這個比喻裡，耶穌教導我們有

關財務的智慧。要注意，耶穌是對祂的門徒說的。比喻中的這位管家在生

意上的處理得宜而博得財主的讚賞與誇獎，耶穌特別要求我們去注意管家

辦事的精明，耶穌沒有絲毫稱讚那個人的意思。反對基督教的人故意引用

這些比喻去反駁耶穌的道德廉潔，他們認為耶穌在提倡一種「不擇手段達

到成功」的心態。 

    這個管家是一個不義之人，狡猾又聰明，因為他所做的是不對的。主

人並沒授權給他自我主張變更帳冊。有人欠了一百簍油，他在帳目上減去

五十簍；另一個人欠了一百石麥子，他改成欠八十石。為什麼一個減一

半，另一個減少百分之二十，我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在他被解管家的職

份時，這些朋友能接待他，真地有夠聰明！他知道自己快失業了，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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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浪費主人的財物以求自保。在世人看簡直是一個惡棍！耶穌在故事結

束時說，他的主人誇獎他，而我們聽了耶穌說完這個故事之後，也覺得很

奇怪！ 

    請注意，耶穌為什麼要說這個故事呢？第 8節說：「因為今世之子在

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第 8節不是說：「今世之子比光明

之子聰明」，而是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聰明。」

這句話就是這個故事的要旨。 

    耶穌這個比喻故事要在今世之子（指法利賽人和文士，他們是假冒偽

善的人，外表裝作敬虔，背後又吃又喝又貪，毫不施捨）和光明之子（指

耶穌的門徒）之間做一個對比。耶穌的門徒光明之子即將要代表祂出去承

續祂的事工。耶穌讓門徒，以及後代的門徒我們知道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

在動機與方法上的對比。換句話說，耶穌不在誇獎那種不誠實的舉動，而

是那人的聰明，這就是整個故事的重點。耶穌向門徒指出今世之子的聰

明，他們在應付自己的世代，在實現他們的計劃上比光明之子聰明。就像

不易的管家做事精明，慷慨了客戶，其實是慷慨了自己，為自己的未來留

了後路。 

    許多時候，當老闆的人會基於人情關係以比較低利潤的價格供貨給老

客戶，甚至所有客戶，以維繫生意往來，使客戶感到老闆會做人、會做生

意而也願意持續惠顧。耶穌向我們講路十六：1~13機警的管家比喻故

事，為要教導一個中心的及屬靈的真理：基督徒應該慎重精明處理金錢，

甚至還要比世俗的人更慎重精明。 

    各位兄姐，我們教會若要成為一間給予的教會，我們必須成為好管

家，謹慎精明 

管理上帝所交託的每一分錢，既不浪費揮霍也不閒懶不結果子。一人一服

事，每一個 

人在各人的職份上，做好管家的職務。我們教會在什一捐獻給予的聖工

上，和其他教會把什一捐獻名單徵信在主日週報上不同，我們沒有把什一

捐獻名單刊登在週報上，我想這也是一種信心的考驗。我們要善用判斷完

成大事，我們愈盡所能，隨時就能蒙上帝使用。 

  二二二二、、、、我們必須免於受到物質財產的奴役我們必須免於受到物質財產的奴役我們必須免於受到物質財產的奴役我們必須免於受到物質財產的奴役（（（（路十六路十六路十六路十六：：：：13））））：：：： 

    每週六禱告會，一開始有一個一起宣告的時段——推開教會內倚靠錢

財過於倚靠神的瑪門黑暗祭壇。 

1.天父，我們本是祢的兒女，得享祢豐盛恩典，卻有奴僕的心，生命被世

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給擠住，我們向祢悔改認罪，求祢赦免。 

2.我們奉主耶穌的名斷開瑪門（貪婪、錢財）的權勢，求主釋放我們中間

每一個被錢財轄制，害怕貧窮的人。奉主耶穌的名，拆除我們中間瑪門的

祭壇。阿們。 

    前幾天看了一個 youtube：一位中國大陸人來台深度旅遊對台灣的印

象是：安居樂業、安分守己、安身立命，人不炫富，友善助人，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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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台灣是個真正保存及發揚中華文化之地。 

    信徒兄姐務必小心不要陷入在「物質的束縛」裡。約翰衛斯理說：

「一旦我有任何金錢，就當盡速擺脫它，免得在我心裡找到通路。」當前

世界存在著一個極端的現象是：地球有四分之三地區的人口是極貧窮的，

另外四分之一地區的人口是極富有的，而這四分之一極富裕地區的人口，

卻用去了世界大半的資源。可見物質奴役的程度！ 

    當前世界生態受到地球暖化嚴重破壞導致從此以後天災連連，人為→

天災。感謝上帝讓我們住在台灣(雖然有地震、颱風)，而佔台灣三分之二

面積的綠色山脈實在是我們生命的保障。世界末日，錢財及身外之物不管

用，有一個安心躲藏之地就夠了。 

目前台灣世界展望會所推動的《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三十年》搶救最脆

弱兒童的行動，可說是紓解人類物質慾的寫照。 

    傳十一：1-2（昨日單獨會主讀經）教導我們有關“給予＂智慧的做

法：【新標點和合本】「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 因為日久必能得

著。  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人， 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甚麼災禍臨到地

上。」【現修本】「 把你的錢投在對外貿易上，總會有贏利的一天。 要

在好些不同的地方投資，因為你不知道在這世上會遭遇甚麼惡運。」那些

慷慨分給人的，分得越多，收成也越多。 

    基督徒要時刻警醒，不要讓財物成為你的主人。事實上，財物、金

錢、資源本來是我們的奴隸才對，在那當中，上帝賞賜給我們妥善管理財

資的方法，那就是「什一奉獻」。 

  三三三三、、、、我們必須從收入中奉獻十份的一份給上帝我們必須從收入中奉獻十份的一份給上帝我們必須從收入中奉獻十份的一份給上帝我們必須從收入中奉獻十份的一份給上帝（（（（瑪三瑪三瑪三瑪三：：：：10））））：：：： 

    要求人類把什一奉獻給上帝的制度並不是什麼樣的新觀念（參閱創十

四：20；利廿七：30）。什一奉獻乃完全符合聖經的原則，因為上帝期待

祂的子民將整個收入十份的一份送入府庫，也就是主耶穌基督的教會。不

實行什一奉獻就等於失去了上帝極大的祝福，並且還向上帝偷竊。 

    禮拜當中會眾齊唸十誡第八誡「不可偷盜」，基督徒知道不可也不會

任意偷盜別人的東西。可是，基督徒若不什一奉獻，按照瑪三：6~12 的

記載，是在偷盜上帝的東西，因為我們收入的十份原是上帝所給我們的，

祂吩咐我們分別十份的一份歸給祂。因此，基督徒不作什一奉獻，就是在

剝奪上帝的主權，那也別想進一步從上帝那裏得到祝福。 

    事實上，一間教會往往只有少數信徒實行什一奉獻，有一句話這樣

說：「往往一間教會的 30%信徒會員背負其他 70%信徒會員的財務負

擔。」我們加以思想，不順服什一奉獻的實踐或許是主要的原因，但其實

也反映信徒對上帝缺乏信賴，對上帝將祝福凡實行什一奉獻者的應許缺乏

信心。 

    各位兄姐，讓我們教會成為給予的教會吧，因為我們所服事的是一位

祝福及給予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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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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介紹先知書介紹先知書介紹先知書介紹先知書、、、、先知先知先知先知、、、、先知的角色及先知的歷史先知的角色及先知的歷史先知的角色及先知的歷史先知的角色及先知的歷史：：：： 

詩歌和智慧書屬於整個以色列國國的黃金時期，而先知書屬於神的選民的黑暗時期。

先知是在以色列歷史黑暗時期上帝所興起的人，他們是當代的宣教士與敬虔的愛國

者。請聽上帝對先知的說法：「但耶和華藉眾先知、先見勸戒以色列人和猶大人說：

『當離開你們的惡行，謹守我的誡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們列祖，並藉我僕人眾先知

所傳給你們的律法。』」（王下十七：13）先知跨越以色列歷史從主前十世紀至五世

紀共 500 年的時間，然後先知的聲音就靜止直到施洗約翰的出現。先知無所畏懼無論

對王或百姓說話，指責他們的罪行與過失。 

 

●●●●大大大大、、、、小先知書與其信息對小先知書與其信息對小先知書與其信息對小先知書與其信息對象象象象：：：： 

舊約先知書共十七卷（包括耶利米哀歌），並分成大先知書（五卷）與小先知書（十

二卷）。大、小先知書的區別不在於它們重要性，而在於它們書卷的長度。舊約先知

的主題大多落在以色列（北國）與猶大（南國）被擄時期。至於先知書的對象，三卷

對以色列：阿摩司書、何西亞書、以西結書；兩卷對尼尼微：約拿書、那鴻書；一卷

對巴比倫：但以理書；一卷對以東：俄巴底亞書；九卷對猶大：約珥書、以賽亞書、

彌迦書、耶利米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以賽亞書的信息以賽亞書的信息以賽亞書的信息以賽亞書的信息：：：： 

「以賽亞」意即主是拯救，他是拯救的先知。拯救與審判兩者始終相提並論－－若不

得救，必被審判。因此，以賽亞書結合兩項主題：審判（1~35章）與拯救（40~66

章）。這兩部份藉著一個有關希西家（36~39章）的歷史連結起來。 

 

●●●●本書的日期本書的日期本書的日期本書的日期：：：： 

以賽亞的異象的產生是在四個王統治期間：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一：

1）。烏西雅死於主前 740 年（六：1），而希西家死於主前 687 年。因此，這些異象

歷經了半個世紀。 

 

●●●●本書的預言本書的預言本書的預言本書的預言：：：： 

以賽亞是一位先知，傳遞異象，本書是預言書。本書的預言表明有一位掌理未來的上

帝，向先知們警示祂的部份計畫。 

 

●●●●本書的背景本書的背景本書的背景本書的背景：：：： 

當以賽亞著手他的工作時，以色列正處於最後滅亡的階段，主前 1722 年以色列被擄

至亞述（王下十七章）。南國猶大也遭受同樣命運，猶大的社會、政治、宗教信仰均

極其腐敗。北國以色列最終被審判而消失了，南國猶大雖也被審判，但因著上帝永遠

的約，終必得救。將來有一日，主的僕人彌賽亞救世主必從猶大出來，拯救以色列民

和全世界。 

 

●●●●作者與一致性作者與一致性作者與一致性作者與一致性：：：： 

一：1 提到作者是以賽亞，這提示有三個主要部份（1~35章；36~39章；40~66章）

是由不同的作者完成。最大的差異在於 1~35章與其他各章在形式上有明顯的不同。

本書強調上帝的大能啟示將來（四十一：21~27；四十二：8~9；四十四：6~8；四十

八：3）。沒有手抄本證據顯示有兩本以上的以賽亞書保存著，且也找不到其他的作

者。新約聖經曾加以引用本書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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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篇 

我上重新成長班的見證我上重新成長班的見證我上重新成長班的見證我上重新成長班的見證(五五五五) 
      

鄭木榮    

一一一一、、、、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 

    我是屬於長老教會的信徒，自許為福音派的會友，喜歡聽道理，至於行道 

    ，傳福音，就不怎麼積極，加上個性內向，又是公義的性格，就過起安逸 

    的教會生活。 

二二二二、、、、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改變與信仰告白改變與信仰告白改變與信仰告白改變與信仰告白 

    養成讀經與禱告的生活，每天有一段單獨會主的時間，尤其寫 QT，改變 

    了我的行事曆，不管每天事情繁忙，都會撥出時間完成 QT，享受單獨會 

    主的親密時光，並視為 QT是我生活的最優先。 

三三三三、、、、成長班過程中禱告成長班過程中禱告成長班過程中禱告成長班過程中禱告蒙蒙蒙蒙應允的經驗應允的經驗應允的經驗應允的經驗 

    記得上成長班的第一課，林牧師就說：「你要把成長班列為你生活上最優 

    先的一件事。」我當時就懷疑自己是否做得到？在禱告中，就懇求主幫助 

    我。感謝主，我做到了，我養成 QT 的屬靈習慣。我可以委身在教會，我 

    願意接受全人訓練，渴望和同工一起學習及成長，為主作見證傳福音。 

四四四四、、、、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 

    和學員一起上完成長班的課程以後，就感覺到身為基督徒，更需要裝備， 

    要接受全方位的基督徒生活。因為相信神的話語而順服神、禱告、敬拜、 

    服事、作見證、交通時，我們可以在人生各樣的爭戰中得勝，並經驗上帝 

    所賞賜的豐盛、豐滿、富足的人生。 

 

王秀蓮    

一一一一、、、、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成長班前的生活樣貌 

  因為記憶力差，對背經節很排斥，對自己很沒信心，又沒有恆心去寫 QT 

  ，更怕上課。 

二二二二、、、、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成長班過程中蒙受的恩典、、、、改變與信仰告白改變與信仰告白改變與信仰告白改變與信仰告白 

    在成長班中，同學互相激勵下，我終於完成背九課的經文，更和同學快樂 

    的上課。每次的破冰帶來歡樂，敬拜帶來感動，課程帶來成長，對神更有 

    信心，來順服聖靈的帶領。 

三三三三、、、、成長班過程中禱告成長班過程中禱告成長班過程中禱告成長班過程中禱告蒙蒙蒙蒙應允的經驗應允的經驗應允的經驗應允的經驗 

    以前參加各種造就班，裝備課程，只要聽不用背經文，不用抄經文，更不 

    用課前服事。參加重新成長班後，真的很有壓力。在禱告中，求主幫助時 

    ，我的心一次次地被釋放，也喜歡挑戰背經節的快樂。在寫 QT時，更以 

    親近神的心去讀聖經，也把書寫看為練字動力。 

四四四四、、、、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成長班上完之後所賦予的意義與決志 

    看到牧師和牧師娘的盡心盡力的付出，我願意接受 E2門徒建造營，也願 

    意把在 E1課程中得到的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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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8/18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宣揚福音的教會 
聖經：羅馬書 1:16-17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24人 

8,300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5人 

4,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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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 

路加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8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於忍耐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蒙福小組～13:30於良善教室  出席 小組一日遊 12人 

恩惠小組～14:00於和平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4人學生 10人 

160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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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暫停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8人 

活力學習營 陶笛班～13:30禧年館(第二期結業)  出席 ― 

8/20拜二 成長班、門徒班 (預定 10-12月)  出席 ― 

8/22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7-8月放暑假)  出席 ― 

8/23拜五 

基要真理班 暫停  出席 ―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忍耐教室  出席 利奇馬颱風暫停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利奇馬颱風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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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聚會 

8/24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溫柔教室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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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溫柔教室  出席 7人 

第七牧區(社青牧區) 感動小組～10:00於張千駿弟兄家  出席 10人 

第八牧區 慕溪小組～10:00王耀華弟兄家  出席 4人 

撒拉弗敬拜詩班 19:3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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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新北教會 8/11主日禮拜人數40人；主日奉獻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