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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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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以賽亞書 13 章 9/5 以賽亞書 17 章 

9/2 以賽亞書 14 章 9/6 以賽亞書 18 章 

9/3 以賽亞書 15 章 9/7 以賽亞書 19 章 

9/4 以賽亞書 16 章 9/8 以賽亞書 20 章 

 
 

 

 

 

 

 

 

5 本主日召開定期小會 

5 下主日(9/8)舉行第五次聖禮典 

5 本週六(9/7)上午召開牧養會議 

5  9/8(主日)下午舉辦下半年關懷小組專講 

5 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期生命更新營 

5 訂 10/17舉辦秋季敬老旅遊-苗栗 

5 請信徒兄姐踴躍參加每週六上午早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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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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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牧區聯合 

幸福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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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 日 
什一奉獻日/主日學主

日 

◆10 月 17 日 四 敬老旅遊(二) 

◆10 月 20 日 日 
臨時會員和會聯合禮

拜/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本週信息：醫治的教會 

 

經文：雅各書 5:13-18 
 

下週信息：轉變 

 

經文：但以理書 2:21 
以斯拉記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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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林淑彩執事           司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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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等候耶和華、2. 耶穌知我心、3. 祂掌管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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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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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5:13-18……………………… 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主惦我心內，無驚惶自在……………… 敬拜詩班 

講    道………………………「醫治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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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首 有一項事實在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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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首 謳咾天父，萬福本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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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彩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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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你大能、2. 我要愛慕你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雅各書 5:13-18……………………… 司   禮 

講    道………………………「醫治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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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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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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彩 吳炘達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黃依文 楊舒涵 楊舒涵 彭昱嘉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林恆欣、陳美鳳 林惠萍、陳  昕 王秀蓮、李月女 陳清松、莊五妹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林晏如/ 

萬中錢、林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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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千鶴/ 

彭瑞旺、林淑氣 

徐仁全/ 

以勒敬拜團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楊舒婷 吳青峯 許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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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昕 周美桃、林鐘蜜 黃祥晉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煮飯：張文仁 煮飯：楊明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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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恩、迦勒小組(一)蒙恩小組(二) 

善後：盼望+橘色思小組 

打菜: 路得小組(一)以馬內利+教師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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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烜炎/林恆欣、廖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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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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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5: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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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的教會醫治的教會醫治的教會醫治的教會))))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耶穌基督的教會在這世上一直是醫治的教會。醫治更是主的教會最初成立 

時，也就是初代教會偉大的特色之一。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醫治的教會是能夠找到醫治的地方。 
 

 
 
 

2. 醫治的教會是遵照聖經的原則去醫治的地方。 

 
 
 
 

3. 醫治的教會是實踐信仰的地方。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上帝讓眾教會存留在世上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在羊厩以外億萬未得救的靈
魂能夠聽見福音、認識耶穌、領受救恩。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我們根據什麼，耶穌非常重視提供苦難的人的需要？ 

2. 我們重新教會能夠成為一間讓人尋求得醫治的教會嗎？ 

3. 我個人可以怎樣做去服事身體軟弱病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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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主日召開定期小會主日召開定期小會主日召開定期小會主日召開定期小會 

下午 1:00 召開，請小會員致意出席。 

請邵世賢弟兄(接受堅信禮)，陳翼修 

弟兄(接受成人洗禮)列席參加。 
 

2. 9/8(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第五次聖禮典第五次聖禮典第五次聖禮典第五次聖禮典 

請信徒兄姐預備心與主同桌，領受 

主的寶體。接受成人洗禮者：陳翼 

修；堅信禮者：邵世賢；接受小兒 

洗禮者：施宥欣(父：施柏綱、母： 

陳恩慈)請為他們真心悔罪預備心在 

下主日領受洗禮救恩。 
 

3. 本週六本週六本週六本週六(9/7)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5 召開牧養召開牧養召開牧養召開牧養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請牧養部同工致意請牧養部同工致意請牧養部同工致意請牧養部同工致意。。。。 
 

4. 9/8(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舉辦下半年關懷小組專講舉辦下半年關懷小組專講舉辦下半年關懷小組專講舉辦下半年關懷小組專講 

9/8 主日下午 1:15~3:30，在教會禮 

拜堂舉辦，講師：永光教會潘純冕 

牧師。當日下午小組聚會暫停一次 

。請所有牧區小組員、全體會友， 

以及所有報名參加培育系統 E1、E2 

營會者都出席參加。 
 

5. 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期生命更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期生命更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期生命更第一期門徒建造營及第二期生命更 

新營參加者預備心新營參加者預備心新營參加者預備心新營參加者預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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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訂訂訂訂 10/17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秋秋秋秋季敬老旅遊季敬老旅遊季敬老旅遊季敬老旅遊-苗栗苗栗苗栗苗栗 

1) 時間 07:30出發，預定 19:00返回三重 

2) 行程：新竹文化局附近公園→頭屋七 

里香玫瑰森林→客家美食→日新島→ 

竹南酒廠→平鎮台灣磚窯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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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會友及非會友每 

人 700 元。6 足歲以下兒童免費，小 

學以下(含)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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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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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婉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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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小組，一人一服事，同心合
意一起建造主教會。 

 
 
 
 
 
 
1. 社后社后社后社后教會訂教會訂教會訂教會訂下下下下主日主日主日主日(9/8)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李明儒李明儒李明儒李明儒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就任就任就任就任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任任任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牧師授職感恩禮拜牧師授職感恩禮拜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下午3:00假汐止長老教會舉行，來帖 

邀請歡迎兄姊參加給予祝福及鼓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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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北中松年事工部第北中松年事工部第北中松年事工部第北中松年事工部第 32 屆會員代表大屆會員代表大屆會員代表大屆會員代表大會會會會 

日期：9/6(週五)上午 9:30，地點：艋
舺教會，詳閱布告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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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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中北中北中北中庶務部行政及書記庶務部行政及書記庶務部行政及書記庶務部行政及書記研習會研習會研習會研習會 

日期：9/14(週六)上午 9:45~12:15， 

地點：北門教會，歡迎同工報名參 

加，9/7 報名截止，詳閱布告欄。 
 

6. 北中北中北中北中婦女婦女婦女婦女事工部第事工部第事工部第事工部第 65 屆會員代表大屆會員代表大屆會員代表大屆會員代表大會會會會 

日期：9/20 下午 1:30，地點：台灣 

女子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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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5,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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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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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1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7,8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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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750元元元元(1/1-8/25)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第 24 期將於本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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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刊登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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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27三天兩夜花蓮六十 

石山退修會，請關心代禱。 

2. 下週獻唱：上帝是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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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第二場禮拜由以勒敬拜團主領敬

拜，敬拜曲目：1. 這裡有榮耀、2. 全

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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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無力償債？

論負債者的

比喻 

-仁堅哥 

曠野 

悲歌行 

-君君姐 

但以理書 

11 章 

-陳昕 

9/8 

莫等待？論

邀請入宴的

比喻 

-瑞娟姐 

進入 

應許地 

-仁全哥 

參加關懷 

小組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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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聖經故事主題：服事與領導 

9/8：聖經故事主題：末日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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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秀真老師/ 

仲晴 
弓普老師 

姵錡
胤銘 

9/8 
秀真老師/ 

品新 
忠堅校長 

宥恩
承翰 

◆本週的主題為「上帝看重以色列人」 

  ，這一課仍然是採用以賽亞書的經文 

  來傳講信息。先知告訴以色列人，以 

  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看重以色 

  列人，上帝愛以色列人，上帝保護並 

  拯救以色列人，這些都可以從以色列 

  的歷史得到佐證。以色列人被擄、受 

  放逐至巴比倫，之後可以歸回故鄉， 

  這就是出於上帝恩典的作為。 

◆本週課程目標，要藉著以色列的歷史 

  讓小朋友明白，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 

  ，也要教導小朋友學習深信上帝是保 

  護、看顧、拯救的上帝。 

◆本週已經開學，主日學所有老師為小 

  朋友一起代禱，祝福小朋友在新的學 

  期有一個好的開始，進德修業，努力 

  用功，讓父母放心，也成為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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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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5 主日講章 

頌讚上主救恩頌讚上主救恩頌讚上主救恩頌讚上主救恩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以賽亞書 61:1-2、10-11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24  

                                                

    以賽亞書是五大先知書的頭一卷，有敘述、信息、詩歌、歷史及個人

經歷等豐富的屬靈寶藏。它的中心信息是論到彌賽亞（約一：41；四：

25）的預言，詳述上帝的審判與救恩，可說是「舊約的福音書」，因此有

「以賽亞福音」之稱。它的信息許多是對當時人說的，許多是對後代的預

言。以賽亞是耶路撒冷人，在國家黑暗危難時蒙召（賽六章），正是他的

名字「耶和華的救恩」的意義，宣告上帝對以色列子民的復興計劃，宣告

上帝在世界歷史中所要成就的救贖。全書共 66 章，先講到上帝的審判

（前 39 章），後預言彌賽亞的工作（後 27 章）。 

    以賽亞書是分別由三位作者寫成的三部份： 

（1）第一以賽亞書（1~39 章）：是先知以賽亞他本人所寫的，論到上帝

對選民以色列人的責備、審判、被擄、預言別國之禍亂，以及末後選民之

重聚及復興。 

（2）第二以賽亞書（40~55 章）：是猶大百姓被擄時期的一位以賽亞的

學生寫的，論到上帝的介入及拯救選民的史實。 

（3）第三以賽亞書（56~66 章）：是猶大百姓被擄歸回後的另一位以賽

亞後代的學生寫的，論到上帝的安慰、救贖、賜福及將來的榮耀。 

    第二以賽亞書提到有關以色列人從前犯罪受到耶和華的懲罰，國家滅

亡，人民被擄到巴比倫去。然而，上帝並沒有放棄他們，反而宣佈他們的

懲罰將要結束，上帝要親自拯救他們。耶和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他們出巴

比倫，如同祂早期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為奴之地一樣。於是，作者充滿

堅定信念的呼聲帶給整個以色列民族盼望。 

    我們要問究竟他是從哪裡獲得這種堅定的力量呢？他對耶和華上帝完

全的信賴！耶和華當日帶領祖先們出埃及，現在也必釋放他們、拯救他

們。猶太子民受到了第二以賽亞書鼓舞，果然回到了祖國，要如何重建一

個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信心的國家呢？  

    第三以賽亞書就是擔負了這個使命，要把信仰傳遞給他的子民，對象

包括：從巴比倫歸回的同胞；本來留在本國的猶太人；定居此地的外邦

人；散居四處的猶太人。他們彼此間分裂仇恨、排擠外邦人、崇拜偶像，

作者卻將他的熱心感染他們！  

    第三以賽亞書的結構就像一座美麗的山丘，到賽六十一章是整座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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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峰，宣佈救恩將要來到――述說這位上帝的僕人彌賽亞的職事（1~4

節）；受膏者向人說話，講到未來的應許（5~9節）；彌賽亞與上帝的百

姓表達他們為了國度榮耀的喜樂熱情（10~11節）。不用說，對於那些沮

喪返國的子民讀了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章所講的喜訊時大大受振奮！ 

  一一一一、、、、黑暗中永恆的大光黑暗中永恆的大光黑暗中永恆的大光黑暗中永恆的大光：：：： 

    以賽亞的宣告奮醒當日與今日的黑暗世代：「白天，你不再需要太

陽； 夜晚，你不再需要月亮。我─你的上主是你永遠的光；我─你的上帝

的榮光要照耀你。太陽永不下山；月亮也永不隱藏。我─你的上主是你永

遠的光」（賽六十：19~20） 

    請大家注意我們所處的這個人類世界，已經不能再黑暗了！到處仍充

斥著暴力惡行、人性腐敗、痛苦悲傷、疾病軟弱、仇恨對立，天父上帝願

意消除這一切。以賽亞勸人應當努力實踐公義和平，幫助那些黑暗中凡受

苦的人，讓世上所有的人類都能得著救恩，享受喜樂。 

    1989.11.9.德國發生了奇蹟式的「燭光政變」，地點在東德尼古拉教

堂前，德國人民用燭光禱告推倒了柏林圍牆，瓦解了歐洲的共產國家，結

束冷戰。1982年 9月聖尼古拉教堂富樂牧師發起每週一下午 5點舉行和

平禱告會，為國家代禱。起初，參加人數寥寥無幾。有一天，他們讀到以

賽亞書的記載：「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

光照耀他們。」（賽九：2）他們想出用點燃燭光分送親友的方式，請他

們也出去發三支燭光。經過三年的努力，每次禱告會，聖尼古拉教會裡外

都充滿民眾，手捧著蠟燭，聆聽聖經信息。1989年 9月開始，他們決定

在禱告結束後，不吹熄手上的燭火，而是捧著相偕走回家，將亮光帶給社

會大眾，一面唱詩，一面高喊說：「我們要讓國家看見亮光！」一個月內

來禱告的人數遽增，參加遊行的人數已經超過十萬人，政府當局決定鎮

壓。到了 11月 9日東柏林街上到處都是人捧著燭光走上街頭，唱詩，參

加遊行的已經超過五十萬人，震驚了西柏林民眾。於是，西柏林民眾也紛

紛響應加入這項遊行。東、西柏林兩邊的居民都不約而同地走向柏林圍牆

的邊界「布蘭登堡大門」。共產當局獲知，立刻派出軍隊在圍牆邊守候，

集結坦克，用機槍瞄準群眾。可是當軍隊看到黑暗中一大片人潮湧向布蘭

登堡大門聚集時，不知所措，聽到群眾唱著熟悉的詩歌，他們也跟著唱起

來。先是西柏林海關人員放民眾過關，接著東柏林海關人員也跟著放行，

結果發生了一個奇蹟：兩邊居民自由來去通行海關。就這樣，東西柏林合

併了！隔年 1990年，分裂的東西德國宣佈合一，蘇聯宣佈從東德撤兵，

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瓦解！各位兄姐，德國人的合一來自禱告和燭光的力

量！ 

    彌賽亞主基督是真光，現在祂來到被黑暗勢力所遮滿的世上，唯有跟

隨主的人就不再行在黑暗當中，必要得著生命的真光。約壹二：8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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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 

  二二二二、、、、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耶和華的靈成就了彌賽亞的職事成就了彌賽亞的職事成就了彌賽亞的職事成就了彌賽亞的職事：：：： 

    舊約聖經賽始終預言一位上帝所揀選的要降臨，祂要來完成上帝拯救

的心意和工作。賽六十一：1 所說：「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這個人

是指誰呢？就是上帝所揀選把救恩帶給人類的基督彌賽亞。主耶穌剛出來

傳道，在拿撒勒會堂講道時，就把這段經文用在祂自己的身上，宣佈聖靈

的能力。在舊約聖經裡，上帝的靈除了超自然的智慧與能力以外，也帶給

世界公義與和平。因此，「膏抹」成了，上帝的靈降臨在基督彌賽亞身

上，有上帝的智慧和能力來做這件事。 

    耶穌在約旦河受洗之後，聖靈就像鴿子降在祂身上，四十晝夜耶穌雖

受魔鬼試探，仍不能奪走祂的恩膏。彌賽亞正如先知所預言，主的靈在耶

穌身上，走遍了加利利，為黑暗中的人、為住在死蔭之地的人，帶來大

光、帶來生命。 

各位，若說主基督需要，我們豈不更需要嗎？祂必須先接受聖靈的膏抹，

然後去醫治包紮破碎的心，宣佈被擄的得釋放，為被捆綁的打開監牢，並

且傳道，安慰，將喜樂帶給人。各位，若你沒有被聖靈恩膏這樣的經歷，

又怎可能做這些工作呢？基督的使命乃透過教會在現今世代中實行出來，

教會蒙差遣去傳遞這項有福的事工，聖靈帶領我們去看見世界的現狀，因

為其中充滿傷心的、被擄的、被囚的人們，他們何等需要上帝。世人那麼

墮落無助，何等需要上帝的救助！ 

  三三三三、、、、萬邦萬民都頌讚萬邦萬民都頌讚萬邦萬民都頌讚萬邦萬民都頌讚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的救恩的救恩的救恩的救恩：：：： 

    賽六十一：11：「至高的上主要拯救他的子民；萬國都要頌讚他。」

這是先知以賽亞宣告萬民都必蒙受救恩的盼望。萬國當然指普世的人，包

括居住在台灣的所有人民。此處以賽亞用種子發芽生長這件事實來加以證

明：田地怎樣使百穀發芽，園子怎樣使所種的發生，主耶和華必照樣做。

農夫撒種下去，最終就是盼望收成的到來！  

    出名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說過：「人有別於萬物，在於人有一種將

來的意識。人會未雨綢繆，為了將來作出種種計劃，人也會產生盼望。」

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於 2013.12.6.過世時 95歲，記得曼德

拉就職總統時曾說：「願這片美麗土地將永遠、永遠、永遠不再發生人與

人之間相互打壓，以及遭全球唾棄的屈辱。讓自由戰勝一切。」我很欽佩

曼德拉當日心中所秉持那份超越現狀永恆盼望的願望。保羅對歌羅西人述

說普世救恩的盼望：「上帝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

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西一：27） 

    上帝讓眾教會存留在世上最重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教會內部的需

要，而是為了在羊厩以外億萬未得救的靈魂能夠聽見福音、認識耶穌、領

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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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4242424 期松年中心課程表期松年中心課程表期松年中心課程表期松年中心課程表﹙﹙﹙﹙2019/9/52019/9/52019/9/52019/9/5----12/512/512/512/5﹚﹚﹚﹚    

次數 日期 第 24 期課程主題 講員 

1 9 月 05 日 開學同樂慶生會、主題時間︰失智守護天使 陳威澄弟兄 

2 9 月 12 日 我是大廚師︰地瓜包 劉嘉雪姐妹 

3 9 月 19 日 戶外踏青：鶯歌 全體學員及同工 

4 9 月 26 日 聽電影說故事： 吳秀英老師 

5 10 月 03 日 我是小畫家：流動畫 謝惠聰長老 

6 10 月 24 日 醫學講座︰牙齒與假牙保健 馬偕醫院社區醫學中心 

7 10 月 31 日 巧手動一動︰纏繞畫 陳宗慈師母 

8 11 月 07 日 戶外踏青：滬尾炮台 全體學員及同工 

9 11 月 14 日 警政消安︰防盜竊 三重分局偵查佐陳俊延 

10 11 月 21 日 繪本故事︰美好腳蹤 周佩蓉姐妹 

11 11 月 28 日 陶笛音樂分享會 陶笛班同學 

12 12 月 05 日 座談會、慶生會、期末聚餐 全體學員及同工 

 

一、同工群： 

◎召集人：謝惠聰長老 

◎餐點預備同工：洪美女、蔡秀卿、莊五妹、吳小貴 

◎場地設備同工：吳主隆 

◎健康促進同工：林志芬、王秀蓮、李月女、陳美鳳 

◎課程協助同工：林惠萍、洪哲偉、林冠儀、蔡幸娜。 

◎義工：吳青峰、汪嗣軒、林玉緞 

 

二、上課時間： 

09:30-09:50  量體溫、血壓 

10:00-10:15  健康操 

10:15-10:30  詩歌教唱 

10:30-10:40  小故事 

10:40-11:50  主題時間 

12:00-13:00  用餐交誼 

※ 13:00-14:30 陶笛班練習時間  

 

三、備註： 

1﹑報名費每月 500 元，全期 12 堂課，一次繳清優惠價 1350 元。 

2﹑10/10 國定假日，10/17 敬老旅遊，課程順延，不列入堂數。本期開始取消敬老旅遊 100 元

補助。    

3﹑上課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災則比照公部門停課標準，且不另行補課。 

4﹑戶外踏青如遇天候不佳，必要時改在教會聚餐或室內活動，並在 line 群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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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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林仁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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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服事及家庭，所承擔的責任都盡力完成，讓每件小事都做好，就是為 

    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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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習慣的養成，除了每日讀經寫靈修筆記外，更要背聖經，多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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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經歷，但每一日的生活所經歷的一切，就是神的恩典與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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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靈修親近神，是基督徒的生命根基，是為了活出令人羨慕活潑的生命， 

    是追求的目標。 

 

雷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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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上教會，工作與家庭兩頭燒，盡力扮演好各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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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每日靈修讀經，寫靈修日記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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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生活上面臨到的挑戰，都能一一順利完成，就是神最大的保守與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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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透過讀經、禱告、親近神。為主傳福音，讓周圍的人同享福音的好處！ 

 

陳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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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是基督徒世家，從小乖乖牌，平日按表操課，對聖經的經文有時似懂非 

    懂，對生命的價值，有時真的體會不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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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課，經各老師有系統詳解，屬靈習慣養成，基要真理的裝備，教會生活 

    的委身及奠定成長的根基等課程，使我的生命有見證，生活有力量。 

三三三三、、、、成長班過程中禱告蒙應允的經驗成長班過程中禱告蒙應允的經驗成長班過程中禱告蒙應允的經驗成長班過程中禱告蒙應允的經驗 

    1. 在女兒生產過後，順利找到一位保姆。 

    2. 俊廷因一學期不在台灣上課，況且機械系又不是容易讀的科系。感謝主， 

      最後以不錯的成績畢業，才不至於影響他的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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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靈修生活的重要性。 

    2. 生命影響生命，用實際的關懷來影響。 

    3. 弱勢會友的關懷及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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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9/1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醫治的教會 
聖經：雅各書 5:13-18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13人 

10,260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4人 

5,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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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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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恩惠小組～14:00於和平教室  出席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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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人 

170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9人 

盼望小組～9:00於喜樂教室  出席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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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結業)  出席 ― 

9/3拜二 成長班、門徒班 (預定 10-12月)  出席 ― 

9/5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9/5開學)  出席 ―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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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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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聚會 

9/7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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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第七牧區(社青牧區) 感動小組～10:00於張千駿弟兄家  出席 本週暫停 

第八牧區 慕溪小組～10:00王耀華弟兄家  出席 8人 

撒拉弗敬拜詩班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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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新北教會 8/25主日禮拜人數34人；主日奉獻1,70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