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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 

感恩節感恩節感恩節感恩節    
感恩禮拜感恩禮拜感恩禮拜感恩禮拜    

                              主後 2019 第 47 週 

 

 

 

 

 

 

 
 
 

 

 

 

 

11/24 耶利米書 31章 11/28 耶利米書 35章 

11/25 耶利米書 32章 11/29 耶利米書 36章 

11/26 耶利米書 33章 11/30 耶利米書 37章 

11/27 耶利米書 34章 12/1 耶利米書 38章 

 
 

 

 

 

 

 

6 小會接納李宗原的成人會員籍轉入 

6 本主日召開小會審核 2020 年度教會總預算 

6 本主日晚上舉辦全教會服事同工餐會 

6 下主日(12/1)關懷小組收割主日聯合禮拜 

6 請各牧區小組提出核心同工名單 

6 下主日(12/1)下午召開定期長執會議 

6 第十期基要真理班訂 12/27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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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4日 日 
感恩節感恩禮拜/全年

度服事同工感恩餐會 

◆11月 28日 四 感恩節 

◆12月 1日 日 

待降節第一主日/小組

收割主日(聯合禮拜)/

長執會 

◆12月 7日 六 牧養會議 

◆12月 8日 日 

待降節第二主日/什一

奉獻主日/普世聖經紀

念主日 

◆12月 15日 日 

待降節第三主日/退休

牧師、傳道師奉獻主

日/青少年輔導會議 

◆12月 21日 六 全教會聖誕闖關活動 

◆12月 22日 

聯合禮拜 
日 

待降節第四主日/救主 

聖誕讚美禮拜/聖誕慶

祝午會 

◆12月 29日 日 新任長執授職禮 

◆12月 31日 二 全教會跨年禱告會 

   

 
本週信息：患難生感謝 

 

經文：腓立比書 4:4-7 
 

下週信息：道的力道 

 

經文：路加福音 1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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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感恩禮拜程序(第一場)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吳碧芬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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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著試煉圍你真艱苦、2. 我心讚美上帝、3. 阮感謝祢，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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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讀…………………感恩節祈禱文：數算恩典…………………會   眾 

交    讀 …………感恩節啟應文：著記得倒來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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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4:4-7……………………… 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 ………………………今阮感謝上帝………………………敬拜詩班 

講    道………………………「患難生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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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首 主，我欲謳咾祢………………… 會   眾 

奉    獻 …………………………獻上自己………………………… 司   獻 

事工報告…………………………………………………………………司   禮 

感謝祈禱 ……感恩上帝 2019 整年對個人、家庭、國家的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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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首  願咱救主耶穌基督………………會   眾 

祝    禱…………………………………………………………………主   禮 

阿 們 頌…………………………………………………………………會   眾 

祝福與差遣…………………………………………………………… 敬拜詩班 

默    禱…………………………………………………………………會   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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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感恩節感恩節感恩節祈禱祈禱祈禱祈禱文文文文 
     

齊讀齊讀齊讀齊讀：：：：數算恩典數算恩典數算恩典數算恩典    
 

    疼痛的父上帝，佇此個感恩節，阮眾信徒兄姐來到祢的殿院，佇祢的面前

獻上誠心感謝。阮獨獨尊崇祢作主，因為祢是聖潔無容允歹的上帝，阮一生攏

有祢啲引導照顧。雖罔台灣人心浮浮，社會景氣難免受影響，真多代誌嘛呣是

人所想的彼呢如意，總是阮有祢通倚靠。主祢猶原保守阮全教會大家庭，以及

眾信徒逐個家庭平安順勢，阮欲感謝祢無息。 

    親愛的天父，阮雖然卑微小可（sió-khóa），喪鄉出身，猶久因為認識祢來

信靠祢。主祢一直啲引導阮、牽成阮，互阮有機會受造就，揀阮成作祢的同工 

，閣差遣阮到逐所在去為祢傳福音。主祢有賞賜阮真多恩賜及機會，阮嘛欲感

謝祢。 

    親愛的主，逐擺阮仰望注神十字架的時，想起祢為阮世間人受苦、受死、

閣活，流出寶血洗清阮罪過，互阮得著新的活命。祢有提升阮，互阮的喪鄉成

作富有，互阮的軟弱成作剛強。為著此個救恩的大福氣，對阮的心獻上深深感

謝。祈禱奉靠恩典的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 
 
感恩節啟應文感恩節啟應文感恩節啟應文感恩節啟應文 

交交交交讀讀讀讀：：：：著記得著記得著記得著記得倒來感謝主倒來感謝主倒來感謝主倒來感謝主！！！！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可能一個可能一個可能一個可能猶猶猶猶啲等候看等候看等候看等候看是呣是是呣是是呣是是呣是真真真真正正正正醫治醫治醫治醫治好勢好勢好勢好勢！！！！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可能一個可能一個可能一個可能猶猶猶猶啲印證看醫好印證看醫好印證看醫好印證看醫好會通會通會通會通維持維持維持維持偌久偌久偌久偌久！！！！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講他欲等一段時間一個講他欲等一段時間一個講他欲等一段時間一個講他欲等一段時間遮來遮來遮來遮來見耶穌見耶穌見耶穌見耶穌！！！！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認定講他根本一個認定講他根本一個認定講他根本一個認定講他根本未曾未曾未曾未曾得著得著得著得著癩癩癩癩疴（（（（thāithāithāithāi----kokokoko））））病病病病。。。。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講他早慢會一個講他早慢會一個講他早慢會一個講他早慢會復復復復（（（（hohohohokkkk））））倒倒倒倒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給給給給（（（（kākākākā））））榮耀歸互祭司榮耀歸互祭司榮耀歸互祭司榮耀歸互祭司。。。。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講耶一個講耶一個講耶一個講耶穌也無做啥事穌也無做啥事穌也無做啥事穌也無做啥事！！！！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講每一位拉比一個講每一位拉比一個講每一位拉比一個講每一位拉比攏嘛會曉攏嘛會曉攏嘛會曉攏嘛會曉做做做做此款此款此款此款的的的的代代代代誌誌誌誌。。。。    

啟：為什麼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倒轉來感謝主？ 

應應應應：：：：一個講其實我的病佇此個進前已經進步真多一個講其實我的病佇此個進前已經進步真多一個講其實我的病佇此個進前已經進步真多一個講其實我的病佇此個進前已經進步真多！！！！    

齊聲齊聲齊聲齊聲：：：：今今今今（（（（taⁿtaⁿtaⁿtaⁿ））））阮知感恩的心阮知感恩的心阮知感恩的心阮知感恩的心，，，，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欲互伊欲互伊欲互伊欲互伊；；；；無的無的無的無的，，，，連伊所有的也欲連伊所有的也欲連伊所有的也欲連伊所有的也欲    

                        給伊搶去給伊搶去給伊搶去給伊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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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感恩禮拜程序(第二場)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吳碧芬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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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恩的人、2. 祢的榮耀彰顯在全地、3. 我心屬於祢 

《《《《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聆聽神》》》》    

祈    禱…………………………………………………………………司   禮 

聖    經………………………腓立比書 4:4-7……………………… 司   禮 

講    道 ……………………「患難生感謝」……………………… 主   禮 

祈    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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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祈禱 ……感恩上帝 2019 整年對個人、家庭、國家的保守……主   禮 

祝    禱…………………………………………………………………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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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禮拜

第一場禮拜第一場禮拜

第一場禮拜(

((

(台語

台語台語

台語)

))

) 

  

 

(9:00)

(9:00)(9:00)

(9:00) 

  

 

第二場禮拜

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

第二場禮拜(

((

(華語

華語華語

華語)

))

) 

  

 

(11:00)

(11:00)(11:00)

(11:00) 

  

 

小組收割主日

小組收割主日小組收割主日

小組收割主日(

((

(聯合禮拜

聯合禮拜聯合禮拜

聯合禮拜)

))

) 

  

 

上午

上午上午

上午 10:00

10:00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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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碧芬 雷慧敏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黃依文 潘嬿如、田紹祈 黃依文 ―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林淑彩、陳美鳳 王幸雯、范素鐘 蕭銘美、林惠萍 ―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徐金蘭/ 
林忠堅、林恆欣 

田偉程/ 
撒拉弗敬拜詩班 

黃于馨/ 
第七牧區 

―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吳青峯 吳青峯 ―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詹烜炎、許崑淵 ― 楊明樹、莊五妹 陳翠娥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施淑梨、黃麗卿 林煦恩 洪哲偉、陳美鳳 ―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暫停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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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瑞娟/王秀蓮、郭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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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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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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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生感謝患難生感謝患難生感謝患難生感謝))))    
 

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感恩節雖源自 1863 年時任美國總統的林肯所設立的一個國定假日，今已成 

為普世感恩的節日。當時林肯總統宣告說：「我們一切的祝福都是至高上帝 

恩典賞賜的禮物。」 

 

 

 

 

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在困境中務必感恩。 

 

 

 

 

2. 感恩是我們一生的生活樣式。 

  

 

 

 

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個知所感恩的人必定常常靠主喜樂，在生活中常存感謝的心，將所需要的

透過禱告和祈求告訴上帝，用生活見證回報主恩。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請大家分享感恩節的意義。 

2. 分享你個人為著今年從上帝所領受的一項恩典是什麼？ 

3. “感謝＂怎樣成為你每一天生活的模式與禱告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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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舉行感恩節感恩禮拜本主日舉行感恩節感恩禮拜本主日舉行感恩節感恩禮拜本主日舉行感恩節感恩禮拜 

為數算今年上主的恩惠，讓我們在主前 

擺上感恩祭報答主恩的豐盛。 
 

2. 小會接納小會接納小會接納小會接納李宗原李宗原李宗原李宗原的成人會員籍由的成人會員籍由的成人會員籍由的成人會員籍由雙連雙連雙連雙連 

教會轉入教會轉入教會轉入教會轉入成為本會成為本會成為本會成為本會成人陪餐會員成人陪餐會員成人陪餐會員成人陪餐會員。。。。 
 

3. 本主日吳世平長老本主日吳世平長老本主日吳世平長老本主日吳世平長老、、、、鄭木榮長老前鄭木榮長老前鄭木榮長老前鄭木榮長老前往往往往 

新北教會協助事奉聖禮典新北教會協助事奉聖禮典新北教會協助事奉聖禮典新北教會協助事奉聖禮典，，，，感謝他們感謝他們感謝他們感謝他們 

的事奉的事奉的事奉的事奉。。。。 
 

4. 本本本本主日下午主日下午主日下午主日下午 1:30在佳音館在佳音館在佳音館在佳音館會會會會議室召議室召議室召議室召開開開開 

小會審核小會審核小會審核小會審核 2020年度教會總年度教會總年度教會總年度教會總預算預算預算預算，，，，請請請請 

小會員長老出席小會員長老出席小會員長老出席小會員長老出席。。。。 
 

5. 本主日晚上本主日晚上本主日晚上本主日晚上 6:00舉辦全教會舉辦全教會舉辦全教會舉辦全教會全全全全年年年年度度度度服服服服 

事同事同事同事同工工工工餐會餐會餐會餐會 

請同工自行前往海霸王餐廳，地點：台 

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59 號，名單張貼於 

副堂白板。 
 

6. 訂下主日訂下主日訂下主日訂下主日(12/1)關懷小組收割主日關懷小組收割主日關懷小組收割主日關懷小組收割主日 

舉行小組收割主日(上午 10:00)聯合禮 

拜，請所有小組今年度的新家人務必出 

席領受祝福，小組員請邀請一領二認領 

的朋友一起來參加。 
 

7. 為建立為建立為建立為建立 2020年牧區組織年牧區組織年牧區組織年牧區組織，，，，請各牧區請各牧區請各牧區請各牧區 

區區區區長長長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儘快將小組核心同工儘快將小組核心同工儘快將小組核心同工儘快將小組核心同工：：：： 

1名名名名副組長副組長副組長副組長、、、、2名屬靈家長的名單交名屬靈家長的名單交名屬靈家長的名單交名屬靈家長的名單交 

給各牧給各牧給各牧給各牧區區長區區長區區長區區長，，，，由區長交給信欣長老由區長交給信欣長老由區長交給信欣長老由區長交給信欣長老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8. 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2020~2021年度教年度教年度教年度教會主題會主題會主題會主題：「：「：「：「深深深深 

耕轉化耕轉化耕轉化耕轉化••••贏得產業贏得產業贏得產業贏得產業」，」，」，」，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以以以以 

賽亞卅七賽亞卅七賽亞卅七賽亞卅七:31b；；；；詩篇十六詩篇十六詩篇十六詩篇十六:5-6。。。。 
 

9. 領袖培育課程領袖培育課程領袖培育課程領袖培育課程 

1) 第二期成長班本週三(11/27)晚上 7:30 

在禧年館上第八課:「全方位的基督
徒生活」，請上課的學員致意上課。 

2) 第一期門徒班本週二(11/26)晚上 7:30

在禧年館上第八課：「贏得屬天的
產業」，請上課的學員致意上課。 

 
10. 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 

下主日(12/1)下午 1:15 召開定期長執會 

議，請所有長執同工致意參加。 
 

 
11. 第十期基要真理班訂第十期基要真理班訂第十期基要真理班訂第十期基要真理班訂 12/27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訂 12/27(週五)晚上 7:30 開課，六次課 
程時間：12/27、1/3、1/10、1/17、1/31 
、2/7，上課地點：禧年館，報名單放在 
副堂雜誌架上，請儘快向辦公室報名。 
教會要求成人受洗者資格必須是基要真 
理班結業者或 E1 成長班結業者。 

 
12. 因原本供應愛餐的廠商週日不再營因原本供應愛餐的廠商週日不再營因原本供應愛餐的廠商週日不再營因原本供應愛餐的廠商週日不再營
業業業業，，，，行政部正在接洽新的廠商行政部正在接洽新的廠商行政部正在接洽新的廠商行政部正在接洽新的廠商，，，，故本故本故本故本
主日起主日起主日起主日起，，，，愛餐暫停愛餐暫停愛餐暫停愛餐暫停，，，，若找到新廠商即若找到新廠商即若找到新廠商即若找到新廠商即
刻恢復愛餐刻恢復愛餐刻恢復愛餐刻恢復愛餐，，，，請會友兄姐包容請會友兄姐包容請會友兄姐包容請會友兄姐包容。。。。 

 
 
 
 
 
 
1. 肢體代禱 

在家靜養： 
劉林翠霞、林芙美(范順彰兄母親)、
林曾根、葉大妹、蔡政淵、蕭月英、
吳介元、陳秀玉、宋春男、陳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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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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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李瑞文弟兄 (黃淑芬姐妹前夫 )於
11/20 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年 58 歲， 
願主安慰家族。 

3. 颱風哈吉貝在日本帶來破紀錄的雨量，
造成各地嚴重災情，總會呼籲信徒兄姐
為災情關心、代禱、奉獻。奉獻請註明：
為日本災害奉獻。 

4. 為新任的長執同心代禱，求主賞賜他們
忠心、愛主及愛人靈魂的心去委身事奉。 

 
 
 
 
 
 
1. 五結五結五結五結教會訂教會訂教會訂教會訂本本本本主日舉行主日舉行主日舉行主日舉行獻堂暨張簡麗獻堂暨張簡麗獻堂暨張簡麗獻堂暨張簡麗
琪牧師就任關懷牧師琪牧師就任關懷牧師琪牧師就任關懷牧師琪牧師就任關懷牧師感恩禮拜感恩禮拜感恩禮拜感恩禮拜 

下午 3:00 舉行，來帖邀請歡迎兄姊參 

加給予祝福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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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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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 

第64屆年會暨65屆部員與北中婦女合唱 
團第38屆新舊任幹部交接就任感恩禮拜 
，訂12/5(週四)上午9:30-12:30，地點： 
艋舺教會，報名洽美桃執事，詳閱布告 
欄。 

 
3. 台北中會松年事工部台北中會松年事工部台北中會松年事工部台北中會松年事工部 

舉辦各教會松年團契新、舊會長、部員 
造就聯誼會，訂12/6(週五)上午9:30， 
地點：艋舺教會四樓。 
慶祝聖誕節感恩禮拜暨聯誼活動，日期 
：12/13(週五)上午 9:30，地點：馬偕醫 
院九樓大禮堂，12/3 報名截止，報名洽 
吳世平長老，詳閱布告欄。 

 
4. 2020 年日光少年營年日光少年營年日光少年營年日光少年營 

時間：2020.1.20~23(週一~週四)，地點 
：謝緯紀念營地，鼓勵青少年及輔導踴 
躍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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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8,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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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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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4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3,500元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基金基金基金基金獻金獻金獻金獻金 上週小計：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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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750 元元元元(1/1-11/17)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員 

11/28 陶笛音樂分享會 陶笛班同學 

12/5 
座談會、慶生會、期末

聚餐 

全體學員及

同工 

「11/28 上午 10:00 松年中心音樂分享及 
同樂會，歡迎兄姊一起來同樂」 
 

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活力學習營----週末日語班週末日語班週末日語班週末日語班    
  上課時間︰2019/11/2-2020/1/18 每週末
下午 13:00-15:00(共 11 堂)。 

◆地點︰禧年館，請學員預備心準時上課。 

 

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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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小組收割日聯合禮拜由DREAM敬拜
團主領敬拜，敬拜曲目：1. 得勝的歌、
2. 愛中相遇+深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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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田產豐富

心靈失落？ 

無知財主 

-恩泰哥 

兄弟鬩牆 

南北離異 

-君君姐 

小組暫停 

一次 

12/1 

小組 

收割日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小組 

收割日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撒種的 

比喻 

-穎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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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聖經故事主題：赦免我們的罪 

12/1：聖經故事主題：生命的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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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秀真老師/ 

紹祈 
智媖老師 

凱睿

允丞 

12/1 
秀真老師/ 

仲晴 
佩蓉老師 

姵錡

允荷 

◆本週的主題為「愛慕上主話語的人有 
  福了」，這一課的信息是希伯來的詩 
  人告白說，上主的話具有導引人生之 
  燈光的作用。當然，我們也要學習正 
  確的讀經態度，才能獲得上主話語的 
  意義。 
◆本週課程目標，要教導小朋友明白 
  「愛慕上主話語的人有福了」，並勸 
  勉小朋友要經常閱讀聖經，也求主幫 
  助我們知道又實踐真理，因為上帝的 
  話語要照明我們人生的路途。 
◆這是感恩的季節，也是聖誕的季節。 
  轉眼間，即將迎來12月開始的待降節 
  第一主日。主日學老師及小朋友現在 
  正加緊練習聖誕歌曲及動作。對於小 
  朋友的好表現，老師們會予以加分， 
  以轉為聖誕節禮物的加值，請家長在 
  家繼續督促小朋友練習，老師們會看 
  到孩子們的進步及改變！ 

本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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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7 主日講章 

得生命冠冕的教會得生命冠冕的教會得生命冠冕的教會得生命冠冕的教會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啟示錄 2:8-11 

                                                

    當耶穌離世前，祂說必要快再來到世上，結果在耶穌還沒再來之前，來到

的卻是教會，也就是祂的身體。教會因此承續主基督在世上執行上帝國使命的

機構。請問，你來到教會，甚至加入教會是為著尋求什麼呢？教會是上帝子民

的團契，耶穌關心祂的教會，我們看到耶穌關心這七間教會及其優缺點，這表

示祂關心普世眾教會，讚揚其優點，體諒並糾正其缺失。宗教改革者加爾文把

教會分為有形及無形的教會兩種，唯有無形的教會才是唯一的、完美的教會，

然而世上有形的教會是罪人的集合體，是有限的、有缺陷的團體。我們重新教

會雖是世上有形的教會，必須不斷朝向天上無形的教會邁進，並且成為主加冕

的教會！ 

    士每拿（Smyrna）是位於土耳其西海岸有四千年歷史古代的一個大城，在

小亞細亞是僅次於以弗所，被稱作「亞細亞之美」。士每拿現今地名叫作 Izmir

（伊茲密爾省），土耳其的第三大城、第二大港，有 432萬人口。十月底，我

們中會幾十位牧者才去到土耳其遊歷進修回來，現今在伊茲密爾省已經找不到

士每拿教會的遺址。 

    士每拿在聖經時代，約有 25萬居民，希臘人約佔一半，有四分之一的居

民是回教徒，當然也有基督的教會建立在那裡。士每拿是個極富有的商業中

心，這地的草本頗富盛名，是製造沒藥的來源。“士每拿”這字是“沒藥”的

意思，是一種用來塗抹死者甘甜的香料，也因它跟“受苦”關係密切，士每拿

的確是一間受苦中的教會。 

    士每拿這地因敵對福音惡名昭彰，它特別是個皇帝崇拜的中心，擁有一座

大廟供奉提比留凱撒大帝。這個城市住著許多反對基督教的猶太人，專門騷擾

基督教會。試想，有哪些特質是處在如此不友善之境遇中的教會所需要的，士

每拿尤其是七間當中唯一一間我們的主基督說祂要加冕的教會，因著主按手在

其上，成為尊貴，蒙受祝福。下列三點讓我們知道主為什麼要這樣做。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人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人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人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人，，，，士每拿教會是屬於士每拿教會是屬於士每拿教會是屬於士每拿教會是屬於祂的祂的祂的祂的。。。。啟示錄第一章描

述那位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是首先的，是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

是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耶穌基督。啟二：8 說祂是那首先

的、末後的（神格），死過又活的（人格）。 

    教會是主藉著祂的血所建立的信仰共同體。主是普世眾教會的主，祂行走

在眾教會之間與他們同在，傳講他們必須聽的話語。主耶穌這樣地勉勵了士每

拿教會說：「你們所遭受的苦楚，我也曾遭受過！我要叫你們得勝所要面對的

惡勢力！」雖有另一波的苦難與死亡要臨到要傷害士每拿教會，但因著主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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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無法擊垮他們。 

    馬丁路德在天主教廷內，為了改革所付出一切的努力，卻遭受體制內的迫

害，最終被剝去神職人員的職權，被逐出天主教會。也因此才有五百年前的新

教改革宗教會的產生。 

    一九七○年代，我們長老教會針對台灣當時的處境發表了三份宣言，其中

一份《我們的呼籲》事件的背後，因為當時政府沒收了我們教會兩千多本白話

字台語聖經，造成政教之間的緊張關係，教會因此呼籲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另外，當時分裂主義的思想深深滲透教會，那些年教會因此不斷分裂嚴重危害

教會的團結及教會整體的生存。為了鞏固教會內部團結不任人擺佈，堅守教會

立場，負起時代的使命，上帝親自掌權，聖靈幫助及帶領教會度過危機，主的

教會最後並沒有被打倒，感謝主！ 

    其次其次其次其次，，，，耶穌基督賞賜生命給教會耶穌基督賞賜生命給教會耶穌基督賞賜生命給教會耶穌基督賞賜生命給教會。。。。啟二：9記載耶穌說：「我知道……… 

」。 

耶穌的意思表示祂真知道教會的需要，並賞賜他們能力。耶穌到底知道什麼

呢？祂知道四件事情－－－ 

    1.他們的患難他們的患難他們的患難他們的患難：：：： 

    患難藏有一種屬天的奧秘及超越的力量，靠人的理性無法全然理解的。從

來沒有人未經歷過任何重大苦難得以登上屬靈的高原。士每拿所承受的患難來

自外在的環境及人的敵對，可見該教會處在重重的壓力及密集的苦楚之下。 

    主的教會的產生與建立豈不是經由十二使徒為著福音的緣故，從耶路撒冷

到安提阿、到天涯海角，處處、時時遭受任何形式的苦楚患難。所以 

    2.他們的貧窮他們的貧窮他們的貧窮他們的貧窮：：：： 

    士每拿信徒陷入在一無所有的光景中。由於人們向政府密報他們是叛亂的

異教徒，連帶他們最起碼的生計之道也遭到剝削。不過，主基督卻讚揚他們

說：「你卻是富足的！」（二：9）士每拿眾信徒在靈命上是如此富足，以致

於縱有物質上的貧乏也擊不倒他們。 

    3.他們遭受的毀謗他們遭受的毀謗他們遭受的毀謗他們遭受的毀謗：：：： 

    毀謗是言詞上的傷害。猶太人煽動信主的人，毒害基督徒的思想來對付他

們，導致迫害的發生。耶穌說過：「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

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五：11）上週週間單獨會

主 QT，我們知道哪一位先知被眾人毀謗？耶利米。耶利米告訴上帝我是你的

口，就講主祢要我講的，…….但我終日卻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我聽

見了許多人的毀謗…….。（耶廿：7、10） 

    4.他們將來的受苦他們將來的受苦他們將來的受苦他們將來的受苦：：：： 

    在他們的境遇好轉之前，情勢會變得更惡化－－各樣的下監、迫害、死亡 

，會接踵而至。神的僕人耶利米被聖殿總管巴施戶珥打，又被殿門枷鎖枷住；

他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耶廿：2、8）死而復活的主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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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的患難……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

生命的冠冕。」（啟二：9、10） 

    今日中國中共加緊迫害基督教會及基督徒，強拆教堂與十字架，除了基督

徒遭受迫害，許多領袖被下在監裡。中共政權要求教會務必崇拜共黨的一切，

跟著黨走，完全毀滅教會的實質信仰。基督的身體正遭受苦難當中。 

    最後，士每拿教會對今日的眾教會，有什麼樣的啟示？ 

    1.上帝的子民都會面對撒但上帝的子民都會面對撒但上帝的子民都會面對撒但上帝的子民都會面對撒但，，，，罪仍存在這世上罪仍存在這世上罪仍存在這世上罪仍存在這世上。。。。撒但仍盡其所能不斷地偷

竊、殺害及毀滅，不過，主的國度、真理的國度、教會的主終必得勝。環繞在

我們教會周邊的社會是一個人誤用其自由並受試誘而犯罪的社會，人必須為罪

惡的心思與行為負責。基督徒必須在這世代當中信心靠主站穩，抵擋撒但，得

勝罪惡。聖經為何一再講到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們注意罪的事實，單單

仰望上帝的拯救恩典。 

    2.教會仍要繼續受苦教會仍要繼續受苦教會仍要繼續受苦教會仍要繼續受苦。。。。我們常說教會是“改革中”的教會，但教會若是

“受苦中”的教會，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就好比士每拿教會還要再承受十天嚴

厲的打擊。受苦表明我們與弱勢者、苦難者站在一起。耶穌基督本身就是受苦

的主，跟隨主的人也跟祂歷經無數患難。《台灣基督長老教信仰告白》當中的

一段針對本地的境遇告白說：【台】「阮信，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受召來

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復釘根在本地，認同所有的

住民，通過愛與受苦，來成做盼望的記號。」【華】「我們信，教會是上帝子

民的團契，蒙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於

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 

    3.有兩個因素促使主用生命的冠冕來加冕教會：（1）不要畏懼（二：

10）：害怕不是上帝的旨意（提後一：7），而是撒但的煽動，絕不可中魔鬼

的計！（2）要盡忠至死（二：10）：主推崇教會的忠心，因為信徒雖處患

難，仍堅定心志委身服事上帝所託付他們的使命，毫不妥協。 

    我們教會所處的社區是一個極迷信、極不信的社區，相對地撒但迫害福音

及基督徒的力道也會很強。我們教會及信徒個人若是感到安逸且自在地在這裡

生存，那表示我們教會及信徒個人傳福音不夠，甚至根本不傳福音。撒但最喜

歡這樣的教會！若是我們教會及信徒個人去傳福音遇到很大的阻力、爭戰和迫

害的話，那是主所喜悅的，因為祂應許我們不要害怕，祂必讓教會得勝那些患

難！ 

    士每拿地區的主教波利甲（Polycarp）為主殉道，他被迫去宣告：「凱撒

是主！」但他卻說：「耶穌是主！」他又說：「我這一生八十五年已忠心事奉

主，祂從不偏待我！」因此，政府當局抓他下監，最後把他燒死在絞架上，鞠

躬盡瘁，忠心至死！波利甲臨死前仍榮耀主宣告說：「耶穌是主！耶穌是

主！」如此的忠心、如此的生命、如此的教會是主基督所加冕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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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小故事感恩節小故事感恩節小故事感恩節小故事 

 
●●●●你懂得感恩嗎你懂得感恩嗎你懂得感恩嗎你懂得感恩嗎？？？？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常常感謝父神常常感謝父神常常感謝父神。」。」。」。」(以弗所書五以弗所書五以弗所書五以弗所書五：：：：20)  

    著名學者麥沙亨利的家，曾遭到盜賊搶劫，他不但不像一般人那樣難過，竟 
然在他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感恩的話―― 
  讓我感謝上帝的恩典，因為： 
  （一）我以前從未被搶劫過。 
  （二）他們雖然搶了我的金餞，但未奪走我的生命。 
  （三）我的資財沒有被完全搶光。 
  （四）我是被搶，而不是偷人的。 
  另有一對姓朱的夫婦，生有一男一女，生活貧窮，熱心愛主。有一日，他們的幼女忽然
急病而死，丈夫口口聲聲感謝上帝，太太不服氣，朱弟兄就說：「上帝若今天取去你或我的
性命，你我就成了寡婦或鰥夫，孩子就成為半個孤兒，生活難處就很大，如果上帝取去大兒
子，眼看他過幾年就能幫助我們，也令我們捨不得，上帝在四人當中取走幼女，雖然捨不得 
，但她是回天家享樂，也減輕了我們的經濟負擔。」太太聽了言之有理，就同心感謝上帝。 
 
●●●●報恩的象與獅報恩的象與獅報恩的象與獅報恩的象與獅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你要稱頌耶和華你要稱頌耶和華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詩篇一詩篇一詩篇一詩篇一〇三三三三：：：：2））））  
    在印度，有一人去探望朋友，朋友家豢養許多的象，其中一隻象腿上受了傷，不能走
路，這人頗有獸醫的常識，便替那象醫好傷。幾年後，這人去看馬戲，當象群出場表演時，
內中有一隻跑到這人面前，用鼻子把他從三等座位搬到頭等座位去，它原來就是數年前被他
醫好的那隻象。 
  古代羅馬判死刑時，有的是把人投入獅子洞裏。有個僕人因得罪主人，只好往遠處逃亡
在一座山洞裏，突然跳出一隻雄獅，他嚇得一身冷汗，呆若木雞。獅子慢慢走到他面前，向
他舉起一隻腳爪，似有所請求，定晴一看，原來它的腳上有根大刺，他只好壯膽小心替它拔
去，獅子歡躍離去。可是不久這僕人不幸被主人抓去，被投進獅子洞，洞裏新近抓來的獅子
很凶，一見有人就撲過去，但是在嗅過了他之後，卻向他搐頭擺尾，表達親切善意，原來牠
就是被他拔刺的那隻獅子。 
  上帝既然赦免我們的一切罪孽，也醫治了我們的一切疾病，我們當怎樣報答祂呢？ 
 
●●●●神所作的盡都美好神所作的盡都美好神所作的盡都美好神所作的盡都美好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我的道路我的道路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天怎樣天怎樣天怎樣
高過地高過地高過地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五十五以賽亞書五十五以賽亞書五十五以賽亞書五十五：：：：
8）））） 

  有一艘船觸礁，一位乘客被風打到一個孤島上，四處遙望海面上都沒有航船通過，只好
拾起飄來的木板，搭蓋一間小屋子居住，天天求上帝差遣船隻來援救他。一天這人因不慎將
房子燒毀，連一點也沒有剩下，就在他絕望痛哭之餘，埋怨上帝連他僅有一點點也剝奪淨
盡。當他擦拭眼淚時，無意中向海一望，不料有一隻大船開來，他喜出望外地被救上那船，
船主對他說：「我們沒有料想到這小島會有人，因為看到你的煙火信號，才知道有人求救。
｣這位乘客立刻跪在甲板上禱告說：「神啊！求你赦免我埋怨祢的罪，我的小屋若不被燒
掉，他們就看不見煙火，也不會前來救我了，這是祢奇妙的救法。｣ 
  耶穌說：「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約翰福音十三：7） 
 
●●●●塞翁失馬塞翁失馬塞翁失馬塞翁失馬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敬畏敬畏敬畏敬畏祢投靠投靠投靠投靠祢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祢為他們所積存的為他們所積存的為他們所積存的為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是何等大是何等大是何等大
呢呢呢呢！」（！」（！」（！」（詩篇卅一詩篇卅一詩篇卅一詩篇卅一：：：：19）））） 

    1948 年 2 月 9 日，上海新聞報刊載一則新聞說：有一位寧波籍的張老太太，本來已經 
購買好江亞輪的船票，因過於慌忙，誤乘了與江亞輪並泊的茂利輪，搬運工人隨後把行李也 
搬上茂利輪來。船開航時，才知道這艘船並非開往寧波，而是開往浙東海門的，她懊悔萬分 
。張老太太經茂利船員再三勸慰，並准她補買來回票折返上海。茂利輪開船的時間稍稍延遲 
，當它經過銅沙洋面時，發現江亞輪已遭爆炸沉沒，乘客罹難的情形，慘不忍睹。茂利輪拯
救了一些遇難者直接送往舟山。這位誤乘別船倖免遇難的張老太大，是個基督徒，她又驚又
喜，高聲唱讚美詩，感謝上帝保守。她在海門登陸後，就近取道去寧波。 
    「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言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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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1/24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患難生感謝 
聖經：腓立比書 4:4-7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18人 

10,205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95人 

8,304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良善教室 
 
出席 

(練唱)小組暫停 

迦勒小組～11:00於忍耐教室 (練唱)小組暫停 

多加小組～11:00於和平教室  (練唱)小組暫停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1人 

路加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6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於禧年館  出席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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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6人學生 12人 

1,350元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13:30於喜樂教室  出席 隔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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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第七牧區(社青牧區) 約書亞小組～13:30於溫柔教室  出席 7人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8人 

11/26拜二 第一期門徒班 19:30~21:15禧年館(第七課)  出席 19人 

11/27拜三 第二期成長班 19:30~21:15禧年館(第七課)  出席 23人 

11/28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  出席 39人 

11/29拜五 

基要真理班 1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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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8人 

第八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於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10人 

泉源小組～20:00於佳音館溫柔教室  出席 隔週聚會 

11/30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事工研討會暫停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以馬內利小組～19:30溫柔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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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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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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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暫停 

活力學習營 週末日語班～13:00禧年館  出席 事工研討會暫停 

11/24 新北教會 11/17主日禮拜人39人；主日奉獻1,6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