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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月 30 日(2011 年)第 05 週 
 

            
主  禱  文 

（台語）阮佇天裡的父：願祢的名

聖。祢的國臨到；祢的旨意

得成，佇地裡親像佇天裡。

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

免阮的辜負，親像阮亦有赦

免辜負阮的人。莫得導阮入

佇試；著救阮脫離彼個歹

的。因為國、權能、榮光攏

是祢所有，代代無盡。阿們! 

（華語）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

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

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

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

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

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

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

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

到永遠。阿們! 

本週焦點消息 
 

 

1. 1/30 召開 2010 年會員和會

（P.7） 

 

2. 2/3 舉行新春稱謝禮拜（P.7） 

 

3. 2/12 請報名全教會「新春感

恩餐會」（P.7） 

 

4. 3/2「養育班」報名（P.7） 

 

5. 招募本會「品格學校」義工及

老師（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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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主日禮拜 

講道：蔡幸昇牧師   司會：盧壽安執事 司琴：莊雅瑄姊妹 

奏    樂 ............  .................................... 司  琴 

會 前 詩 ................  ................................ 聖歌隊 

宣    召 ................ 詩篇一三○：1～5 ................. 司  會 

△敬拜讚美 ....... ①握手............................. 林道光+會  眾 

②聖詩 613首「有時咱經過美麗清靜河墘」 

△信仰告白 .................... 新的誡命 ..................... 會  眾 

啟    應 .................... 第 11 篇 ..................... 會  眾 

祈    禱 .................... (接主禱文).................... 司  會 
會眾齊唱： 

  主聽阮祈禱，主聽阮祈禱， 
      主聽阮祈禱，賞賜阮平安。阿們 

聖    經 ................ 使徒行傳四：36～37 ............... 司  會 
讚    美 ................. 「沙頂的腳印」 .................. 聖歌隊 

講  道 ............... 「成為別人的巴拿巴」 ........... 蔡幸昇牧師 

祈    禱 .............................................. 蔡幸昇牧師 

△聖    詩 .................... 第 546 首 ................... 會  眾 

 奉    獻 ............. 第 382首（第 4節） ................... 會  眾 
會眾起立齊唱：

  我的錢銀獻給祢，用出攏趁祢旨意， 
      我的才情祢賞賜，甘願還祢做器具。阿們 

報  告 ................  ................................ 司 會 

平 安 禮 ................. 介紹、交誼 .................. 蔡幸昇牧師 

△頌    榮 ................. 第 395 首 ....................... 會  眾 

△祝    禱 ............................................. 蔡幸昇牧師 

△阿 們 頌 ................. 第 204 首 Coda ................... 會  眾 

殿  樂 ..................  .............................. 司  琴 

△ 會眾請起立  
聖工分配 講 道 司 會 領 唱 司 琴 讚 美 司  獻 招  待 輪 值

本 週 蔡幸昇 盧壽安 林道光 莊雅瑄 聖歌隊 林富美、歐陽君健劉景雄、李連慶 邱雅音

下 週 蔡幸昇 葉須美 陳錦足 賴美如 聖歌隊 盧壽安、李青峰 姚光智、林富美 盧壽安

華語禮拜 蔡幸昇 陳盈秀 蔡函汝 張展銘  陳錦足、蔡錚惠 黃詠蓁、陳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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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教會 2010 年度會員和會會員名單 

時間：2011 年 1 月 30 日主日禮拜後          
地點：本會禮拜堂  
出席：全體陪餐會員(名單如附表)         
議事：一、聽取小會、長執會及各部、團契、機構之事工報告及會計報告 

二、接納 2010 年度決算與 2011 年度預算 
三、推選 2011 年度檢帳委員 

小會議長  蔡幸昇 
  小會書記   陳冠宇 

A.成人(陪餐)會員 (總計 329 人)  
   1.籍在人在會員 （合計 263 人） 扣除＊共 165 人 

丁皓東 丁皓恩 王櫻芳 ＊王巧茹   王  莉 王壽選 ＊王維志 
卡艾玲 ＊朱嘉惠 李連慶 陳素春   李青峰 余文藝 李青岳 
覃意婷 ＊李美霞 李清溢   李南衡   葉須美 ＊李怡穎 ＊李南棠 
李范美蘭 ＊李  薇 ＊李欣芳 李菊蘭 ＊李元萍 ＊李春美 ＊藺瑋玲 

＊李詹桃   李玉蘭 ＊何冠毅 ＊林標進 林道光 葉美麗 林靜文 
林照圭 林美雪 ＊林美珠 ＊林保師 ＊林賴惠美 林嘉郁 林志達 

＊林二幸 ＊周瑞雲 林書華   林欣儀 林士修 林美琪 林陳金英
林成滿 楊翠芬 林閨秀 林育淳 ＊王海藍 林慧美 林源淇 

  林志隆   周婷玉 邱得一 ＊邱柏誠 周南希 ＊周幸華   吳德福 
戴莉容 吳美雯 ＊吳賢春 吳明家 ＊吳盈慧 ＊姚光智   林富美 
姚復鈞 吳靜昀 武慧芳 姚素靜 ＊柯美伊 施素娥 徐國基 

＊孫業崢 ＊高逸樺 ＊呂芷柔 ＊呂沛杰 高于荃 許愛玲 ＊邱佳音 
＊許榮仁 ＊許展毓 許隆盛 郭麗文 郭珠碧 ＊郭萬貴 ＊郭董寶葉
＊郭俊男 ＊郭泰典 ＊郭瓔滿 ＊郭秀媛 ＊郭姿妤 ＊彭路芳 邱雅音 
陳冠宇 黃子恩 闕素枝 陳世芳 陳錦足 陳敬勳 林怡欣 

＊陳鋕清 ＊王美娟 陳清泰 ＊陳錦村 ＊郭碧雲 ＊陳宇新 ＊陳宇光 
＊陳宇中 陳孟崙 陳麗英 ＊陳雅芬 陳盈秀 ＊陳黃桂雲 ＊陳菀苓 
＊陳彥奇 陳雪姿 陳清薰 劉大可 陳俊玓 張秀雯 陳芳蓮 
陳東和   曹瀚元   曾韻秋 曾玉華 ＊黃鼎鈞 ＊黃瀅如 黃李純貞
黃聖茂 黃賢瑛 黃  麗 覃懷恩   黃翠鑾 黃鵠志 ＊林筱惠 
黃巧俐 ＊黃立文 謝依玲 ＊黃子娟 ＊黃詠蓁 ＊陸志揚 杜美惠 
張英宏 蔡雪如 ＊張鳳儀   張逸平 楊翠惠 ＊張若欣 張頂欣 
張西田 蔡美端 張穎潔 張穎文 ＊張黃秀紅 ＊張冬霞 ＊張展銘 

＊張蓉敏 張文賢 張裔珮 ＊張淑容 隋保春 ＊傅金鈴 葉蒼生 
＊葉寬杰 ＊楊長榮 ＊楊雪英 楊武男 ＊楊彩微 楊佩玲 楊美香 
楊麗觀 ＊楊文馨 廖斌洲 廖富美 廖汶釗 齊玉璽 ＊齊可欣 
趙淑貞 鄭雲帆 高  足 鄭以琳   鄭敦坪 韓玲玲 鄭陳素蓮

＊鄭富宏 ＊鄭美芬 ＊鄭瓊惠   鄭人豪   陳淑娟 潘曉嫈 歐秀貞 
歐陽君健   盧文萱 歐陽君強 李  菁 賴文聰 涂桂昭 ＊賴哲明 
董秀惠 ＊賴子維 ＊徐瑋甄   賴江八寶 賴美惠 賴輝雄 魏清心 
葉俊祺 賴美如 賴威全 賴瑪雅 黎小慈 蔡幸昇 陳香惠 
蔡函汝 林翠雲 蔡幸嫈 蘇炳曄   蔡鐘瑞美 ＊蔡水發 ＊蔡蘇彩雲
蔡錚惠   蔡麗惠 ＊蔡淑惠   蔡賽霞   蔡麗如   蔡蕙嬬 蔡永銘 
趙琪玲 ＊閻立樹 劉秀娟 ＊劉惠敏 劉景雄 劉宜雲 ＊劉大緯 
劉春英 盧壽安 謝有來 謝  從 ＊謝文賢 ＊姚梅雪 ＊謝陳菊 

  薛秀華   韓曉君 ＊戴少杰   莊雅瑄 ＊戴興一 ＊俞佳凡 鍾旻君 
簡依倫 簡維宜 ＊蘇宗聖 ＊蘇士翔 蕭明德   蕭謝素緣 ＊蕭淑純 

＊顧杉家 ＊張輝明 ＊魏韻珊 ＊魏麗敏    

（＊有此記號為服兵役、出國、旅行外地或其他不可抗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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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隨筆 

           展開團隊事奉新的一頁 
蔡幸昇牧師 

   
 
本會進入設教 33 週年之際，也是雙禧年的關鍵時刻，上帝不僅做了新事，

也成就了大事，讓我們找到關鍵的人，一起來做關鍵的事。那就是我們盼望很
久能有另一位牧師加入大直教會的團隊服事，這個夢想已經實現了。小會從
2009 年五月第 251 次小會就通過成聘牧小組，但是一直未有適當人選，直到今
年初蔡牧師獲知長期以來列入考慮人選的施貞同牧師任期屆滿，正在尋求下一
個牧會的方向時，經過接觸溝通，於 2011 年 1 月 22 日召開的第 271 次小會邀
請施牧師前來與小會認識及溝通對話，並於 1 月 25 日續會繼續討論後，通過
聘請施牧師成為本會的教育牧師，與蔡牧師一起配搭服事，未來將在兒童主日
學、少年團契、社青牧區、社區事工及裝備養育等方面的作為服事的主要事工。 
    在 2009 年聘牧小組成立之際，蔡牧師曾提出對團隊服事聘牧的看法，除
了聘牧人選認同小組牧養關懷的理念，具備傳福音與佈道的特質，至少牧會三
年以上的經驗，及觀察過去牧養教會的情形作為基本條件外，我提到五方面的
聘牧考慮： 
一、真理知識 
    1.對聖經的認識與詮釋     2.對真理的傳講與追求 
二、屬靈視野 
    1.有聖靈的充滿與更新     2.有屬靈的眼界與經歷 
三、呼召確信 
    呼召確信是一種「強烈堅定的信仰與使命」，包括他的價值觀、委身 

與動機。 
1.清楚呼召的異象與使命   2.團隊服事的認知與獻身 

四、事奉恩賜 
    1.屬靈恩賜與事奉的結合   2.專業技能與服事的品質 
五、品格內涵 
    1.忠心順服與受教的態度   2.人格特質與 EQ 的表現 

感謝上帝預備施貞同牧師來到我們教會一起服事，這些聘牧的條件與考慮
他都具備，我覺得最可貴的是他有謙卑的態度與熱忱的心志，請弟兄姊妹為大
直教會展開團隊事奉新的一頁代禱。施牧師的個人簡歷如下： 
學歷：1.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  2.台灣神學院教會與社會學系學士 
      3.元培醫專醫檢科 
服事：1.金門沙美教會（2000.8.～2002.7.）  

2.台南海佃教（2002.8.～2007.1.） 
      3.高雄福澤教會（2007.2.~2011.1.） 
家庭：黃怡芬師母，台灣神學院教會音樂系畢業，曾任土城教會音樂幹事。 

育有二女一男（小六、小三、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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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成為別人的巴拿巴 
 

一、常常伸手去幫助別人 

二、用自己的生命作見證 

三、能夠謙卑與別人同工 

四、再給失敗者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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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週  聚  會 

名   稱 出   席 獻   金 
台 語 禮 拜 103 8796 
華 語 禮 拜 94 7427 
主 日 學 26 100 
 

早 禱 會 出席 前 週 聚 會 出席

週六 01/22 3 多 加 小 組 17 
週日 01/23 8 溫 馨 小 組 8 
週一 01/24 4 恩 寵 小 組 14 
週二 01/25 6 恩 惠 小 組 8 
週三 01/26 5 以斯帖小組 暫停

週四 01/27 4 復興美琪小組 9 
週五 01/28 7 復興雅音小組 13 
合  計 37 復興南希小組 9 

  復興青岳小組 8 
  愛加倍愛玲小組 13 

敬 拜 團 14 愛加倍香惠小組 15 
松契 /豐盛人生 12/5 愛加倍嘉郁小組 7 
聖 歌 隊 16 合   計 121 

   

每 日 讀 經 
本 週 進 度 

 01/30(日)  代下 17/代下 18/約 13:1~20 
 01/31(一)  代下 19/代下 20/約 13:21~38 
 02/01(二)  代下 21/代下 22/約 14 
 02/02(三)  代下 23/代下 24/約 15 
 02/03(四)  代下 25/代下 26/代下 27/約 16 
 02/04(五)  代下 28/代下 29/約 17 
 02/05(六)  代下 30/代下 31/約 18:1~18 

 

 
「人若聽我的話亦呣守，我無審判伊。因

為我來呣是欲審判世間，是欲救世間。」

   
「人若聽見我的話卻不遵守的，我不審判

他，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而是要

拯救世人。」 

（約翰福音十二：47）

週間聚會 
主日(30 日)禱告會【清早 7時半】 

主理：張英宏長老 
每日清晨禱告會【清早 6時 20 分】 
主理：徐光展弟兄(一)、蔡幸昇牧師(二) 
      除夕暫停(三)、新春暫停(四) 

    新春暫停(五)、新春暫停(六) 
主日(30 日)少年團契【下午 2時】 

主題：創世記Ⅰ 
週二(01 日)松年團契【早上 10 時】 

主題：人生哲學 
主理：洪寬威牧師 

週六(05 日)聖歌隊【早上 10 時】 
※新春暫停 

週六(05 日)敬拜團【晚上 7時】 
※新春暫停 

主日(06 日)禱告會【清早 7時半】 
主理：葉須美長老 
 

GLN 小組聚會 
 

週日(30 日)復興雅音小組【下午 1時半】
地點：教育三館 

週一(31 日) 溫馨小組【晚上 7時半】 
地點：教育三館 

週三(02日)愛加倍愛玲小組【上午 9時 30分】
※除夕暫停 

週四(03 日)以斯帖小組【下午 1時 45 分】
※新春暫停 

週四(03 日)恩寵小組【晚上 8時】 
※新春暫停 

週四(03 日)恩惠小組【晚上 8時】 
※新春暫停 

週五(04 日)多加小組【上午 9時 45 分】
※新春暫停 

週五(04 日)復興南希小組【晚上 7時半】
※新春暫停 

週五(04 日)復興青岳小組【晚上 7時半】
※新春暫停 

週五(04 日)復興美琪小組【晚上 7時半】
※新春暫停 

週五(04日)愛加倍嘉郁小組【晚上 7時 50分】
※新春暫停 

週五(04 日)愛加倍香惠小組【晚上 7時半】
※新春暫停 

本週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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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1/30 召開 2010 年會員和會 
小會公告：2010 年會員和會訂於今日聯
合主日禮拜後舉行，請本會在籍會員留
步出席參加。  

 2. 小會通過聘請教育牧師 
1 月 22 日及 26 日召開的第 271 次小會
通過聘請施貞同牧師擔任本會教育牧
師，自二月份赴任，並訂於 4 月 17 日
下午 3：00 舉行就任感恩禮拜，請代
禱。  

 3. 1/31 教牧成長計劃講座 
第一季：華語禮拜的更新  
一月主題：華語禮拜在長老教會的定

位與發展  
講員：蔡幸昇牧師  
時間：1/31（一）晚上 7：00～9：00 

2/21 講員：楊啟仁牧師  
3/28 講員：周信榮牧師  

地點：雙連長老教會，歡迎參加  

 4. 2/3 舉行新春稱謝禮拜 
2 月 3 日（週四）適逢農曆正月初一，
照例於上午 9：00，在本會禮拜堂舉
行「新春稱謝禮拜」，歡迎全家一起
來敬拜上帝，數算主的恩典，並為新
春作感恩奉獻。  

5. 新春假期本會休假日期 
今年春節本會全職同工的休假日期
訂於 2 月 2 日(週三)至 2 月 7 日(週
一)，週間聚會及社區活動課程全部暫
停。  

 6. 5/1 報名星中 60 週年感恩禮拜 
七星中會訂於 5 月 1 日(週日)在台大體
育館舉行 60 週年感恩禮拜，報名費 100
元 (內含一件紀念 T-Shirt 及中餐一
份)，當天本會主日禮拜暫停，鼓勵兄
姊踴躍報名參加。為使中會方便統計
T-Shirt 數量，欲參加者請於 1 月 31 日
前向慧菁幹事報名繳費。  

7. 雙翼「敞開佈道」3月恢復聚會 
多加小組開設「敞開佈道」家庭聚
會，因遇到過年及事工安排，聚會暫
停至 3 月 3 日（週四）恢復聚會。  

 8. 2/12 請報名全教會「新春感恩餐會」 
教會訂於 2 月 12 日（週六）上午 11：
30 在青青時尚花園會館舉行全教會
「新春感恩餐會」，國小以上每人 200
元，其餘費用由教會補助，請弟兄姊
妹踴躍報名，一起聚餐聯誼，報名至
2 月 6 日截止。名額以 200 名為限，
請儘速報名  

目前報名人數 77 人  

 9. 3/2「養育班」報名 
第 2 期養育班將於 3 月 2 日起，每週
三晚上 7：30～9：30 開課，共十二堂
課程。名額 15 位，請於 2 月 28 日前
向慧菁幹事或小組長報名，並繳 500
元報名費（含書籍 3 本及點心）。  

目前報名人數 6 人  

 10. 感謝 2010 年度服事同工的辛勞 
感謝過去一年插花、司琴、音控服事同
工的辛勞，教會贈禮表達謝意。  
插花：蔡賽霞、蔡美端  
司琴：賴美如、莊雅瑄、張迪青  

張展銘、鄭以琳  
電腦音控：高于荃、簡依倫、游銘慧  
         李清溢、蔡約賜、陸大偉  

11. 2/20「認識聖經課程」第六期開課 
本會教育部將開辦成人主日學第六期
「認識聖經課程」，時間自 2 月 20 日
至 6 月 26 日的每週日下午 1：30～3：
00，主題為「先知書」（舊約以賽亞書
至瑪拉基書），講員為林道光長老、陳
冠宇長老與張文賢老師，請大家踴躍
向慧菁幹事或廖斌洲弟兄報名參加。  

12. 招募本會「品格學校」義工及老師 
本會將於四月份起開辦兒童「品格學
校」，目前正進入籌備階段，請大家支
持此事工，並招募老師及義工，有意
願的會友請向蔡牧師或陳敬勳執事報
名。預定 2 月 26 日（週六）前往彰化
教會實際學習及研討。  

 13. 二月份「豐盛人生」靈修月刊開始訂閱 
二月份的「豐盛人生」靈修月刊每本
80 元，欲訂購的兄姊請透過小組集
體訂購或個人於禮拜後向慧菁幹事
繳錢領書。  

14. 7/18～25 鼓勵報名第 23 屆訪韓聖會 
主題：轉化與復興  
日期：  2011 年 7 月 18 日（週一）～  

7 月 25 日（週一）  
地點：韓國首爾汝夷島純福音教會及崔

子實祈禱院  
報名：參加者先繳訂金 6000 元，並

填寫報名表，請向慧菁幹事報
名，至 2 月 28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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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 1/30 竹北教會舉行邱靜瑜傳道封牧

暨就任派駐新豐支會感恩禮拜 
新竹中會竹北教會於今日下午 3：00
舉行邱靜瑜傳道封牧暨就任派駐新豐
支會感恩禮拜。  
 
 

肢體消息 

 

◎ 2/20 張展銘弟兄與張睿恩姊妹結婚典
禮 
張展銘弟兄與張睿恩姊妹訂於 2
月 20 日（週日）下午 3：30，在
本會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歡迎觀
禮。 
 

 

裝備訓練消息 

 

 1. 台灣神學院神學系課程 
課程內容：  
①加爾文神學，講師：林鴻信教授（2/15

起每週二晚上 6：40～9：30）  
②馬太福音，講師：陳益慧老師（2/16

起每週三晚上 6：40～9：30）  
③訴說神故事－聖經的文學研究，講

師：鄧開福博士（2/17 起每週四晚上
6：40～9：30）  

上課地點：雙連長老教會  
學分費用：全修、選修生各科 3 學分
5100 元、旁聽生為 3 學分 3300 元  

※詳細及優惠辦法請洽慧菁幹事  

 2. 中華福音神學院免費體驗課程 
課程內容：  
①啟示錄（3/1～4/12 六次課，每週二晚

上 7：00～9：30），講師：吳獻章教
授  

②撒母耳記上、下（2/23～6/1 每週三晚
上 7：00～9：00），講師：左大萱老
師  

③摩西五經導讀（2/24～6/2 每週四晚上
7：00～9：00），講師：陳明正牧師  

④基礎讀經（上）（2/25～6/3 每週五晚
上 7：00～9：00），講師：蔡筱楓師
母  

上課地點：中華福音神學院  
（汀州路三段 101 號）  

報名專線：2365-9151#202、204 
※ 報 名 至 2 月 8 日 截 止 ， 上 網

tee.ces.org.tw 填寫新生報名資料  

3. 2/12 書展活動閱讀觀賞 
日期：2 月 12 日（週六）  
      下午 5：00～5：45 
主題：馬丁路德的故事（以光影戲演出） 
主演：亮珍珠團隊（鍾靈姊妹導讀）  
對象：適合親子一起欣賞  
地點：世貿一館「迷你沙龍活動區」  

（信義路六號入口附近）  

4. 3/12 主日學師資培訓課程 
日期：3 月 12 日（週六）  
      下午 1：30～5：00 
地點：雙連教會九樓聯誼廳  
內容：節慶與主日學  
講師：曾信香老師  
主辦：中國主日學協會  
費用：每人 400 元  
報名專線：2571-1144 分機 762 或 763 

5. 3/26 聯合追思禮拜 
日期：3 月 26 日（週六）  
      第一場 10：00 

第二場下午 2：30 
地點：金山平安園  
主辦：基督教平安園管理委員會  

搭車地點：古亭國小側門(捷運台

電大樓 2 號出口)，辛亥路上 

發車時間：第一場上午 8：00 
第二場中午 1： :00 

費用：每人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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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默想 
 

  
主題經文：                                  
  
「撒謊的舌頭瞬息即逝；誠實的嘴唇永垂不朽。」 
                                                         （箴言十二：19） 
  
小故事：  

史道特是澳州聖桑高中橄欖球隊的教練，在他任教前，聖桑高中隊從未贏得任何
比賽，而在史道特的帶領下，他們首度拿下了跨校聯合比賽的冠軍，全校學生無不興
奮萬分! 

贏得球賽那晚，球員們激動的將史道特舉上肩膀，隔天，他滿面笑容的照片被刊
登在報紙頭版上，史道特也因此額外獲贈了校方提供的一筆獎金。 

然而，冠軍的熱潮卻沒有持續太久。 
在聖桑隊奪得冠軍的兩個月之後，史道特無意間發現，球隊中有一位球員並不符

合出賽代表的資格，這位球員在決賽中出場時間過短，並不符合規定。史道特發現這
件事時，腦中一片空白，想到大家努力贏得的冠軍獎盃可能要繳回時，難過的流下了
眼淚。 

史道特知道，他必須作出正確的決定，他常常告訴球員們，最重要的就是－每場
比賽都必須要誠實，而現在，正是他以身作則的時候了。 

史道特最後向主辦大會承認自己的疏失，並繳回贏得的獎盃與獎金。當球員在休
息室抱頭痛哭時，他走近他們，堅定地說：「孩子們，不要難過，有一天，當人們談
論起聖桑隊時，他們將會記得；我們曾堅守我們的誠實，而不會記得我們失去了冠軍!」 

 

一月份壽星名單 
祝福一月份生日的弟兄姊妹，願每個人「凡

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翰三書：2） 

一月份壽星名單如下： 

黃翠鑾  (30)、蔡幸昇  (31) 
二月份壽星名單如下： 

高棟榮   (12)、葉陳滿   (13)、陳鋕清   (13) 
何鏘鏘   (15)、鍾旻君   (18)、周婷玉   (18) 
簡維宜   (10)、魏韻珊   (12)、陳孟崙  (13) 
林標進   (15)、趙淑貞  (17)、劉春英  (17) 
林靜文   (18)、藺賢襦  (18)、張頂欣  (19) 
鄭 錦   (20)、林慧美  (25)、賴淳淳  (22) 
陳今韻   (24)、林詹長妹(14)、蔡麗如   (25) 
黃鵠志   (25)、周素女  (27)、傅金鈴  (28) 
林賽麗   (28)、吳明家   (28)、陳其祥 (29) 
 
括弧內數字表示生日日期 

※①請記得為生日作感恩奉獻 

②如果有漏登的弟兄姊妹，請告知慧菁補登。 

 
 
 
社區消息 
 

 

1. 社區成人、兒童各項才藝招生 

本會開設成人經絡伸展、卡拉 OK、

彼拉提斯（復健&塑身）、素描及兒童

心算、手工藝和街舞班，歡迎邀請鄰

居或有興趣的兄姊報名參加，詳細請

洽文藝幹事。  

2. 2010 學年第二學期招生 
2010 學年第二學期課程將於 3 月 16
日開始上課，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並

介紹親友、鄰居參加松年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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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專欄 

21 世紀基督徒裝備 
第五十課 信仰與生活：偏差與腐敗   

        

前言 

中古教會的前半部可說是一段「建立
與掙扎」的時期。只是當羅馬教會的權勢
愈來愈高漲時，建立與掙扎乃被「統領與
指揮」所取代，教會的面貌也因此開始出
現了偏差與腐敗。其中一件劃時代的大
事，就是東西方教會在一○五四年的正式
決裂。 

東西方教會的差異由來已久。只是礙
於「教會一家」的觀念（這也是自 325 年
（尼西亞信經）頒佈以來，大家所公認的
信仰綱領之一），雙方仍盡量維持表面上
的和諧。事實上，除了政治環境的不同，
雙方也在頗多的課題上存有爭議。例如，
東方教會將復活節日期的計算與逾越節
的日期掛鈎，因而復活節一定落在逾越節
後的第三天。這做法，固然能夠幫助信徒
在復活節思念耶穌為逾越的羔羊，只是如
此一來，復活節就不一定落在星期日了。
西方的羅馬教會則一直按主日的計算來
決定復活節的日期，使復活節的慶祝活動
一定在星期日進行。但是這樣的復活節卻
未必與逾越節連在一起。事實上，這兩個
算法各有千秋，但是在誰該服徒誰的問題
出現後，就落入水火不容的局面。雙方其
他方面的爭執，還包括了對圖像的態度、
對《尼西亞信經》文字上的差異，以及聖
餐是否應選用無酵餅等課題。因此在一○
五四年，當羅馬教會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
堡（Constantinople）卻備受冷落時，即被
冠予「藐視羅馬教會的最高領導人（即教
皇）」的罪名，揚言將君士坦丁堡主教長
逐出教會」來作回應。雙方對峙的火焰，
終於觸動了一發不可收拾的分裂。東西方
的教會從此分家，互不來往，直到拜占庭
帝國覆亡，東方教會的中心從希臘
（Greece）轉移到俄羅斯（Russla）去後，
仍然如此。 

這場分裂一方面凸顯了雙方的矛盾，
其實也標示著教會的偏差與腐敗。當教會
不再標榜耶穌基督為元首；當福音的傳播
與屬靈生命的建立不再是教會的首要任
務，那些偏差、腐敗的現象就會出現! 

教皇權勢與政教之爭 

自從踏入第十一世紀，羅馬教皇的權
勢即朝向頂峰發展。在中古的早期，教皇
的身分仍是彼得的代表，而《馬太福音》
十六章十八節似乎指向彼得為教會在地上
的元首，故教皇也就順理成章地成了眾教
會的元首。到了中古的後期，教皇的身分
進一步成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既然基督
乃是萬有的主宰，教皇的地位當然也就凌
駕於所有權勢之上了。與這微妙變化同時
期出現的，乃是一份日漸流傳被稱作《君
士坦丁的封贈》的文件。該文件據說源自
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聲稱羅馬
主教的地位高於所有其他教會的主教，並
有權管理所有神職人員；此外，君士坦丁
也將羅馬（Rome）鄰近的意大利（Ltaly）
地區贈與羅馬教會，如此一來，羅馬教皇
又擁有治理國土的權柄。由於這份文件被
認為是出自君士坦丁之手，所以連反對教
皇的人都認可其權威。這自然提升了教皇
的地位，甚至連當日的王候也不得不畏懼
三分。只是到了第十五世紀，大家才發現
這原來是第八世紀某位修士杜撰的偽造文
件!由此可見，教會在看重權勢的過程中，
是如何逐漸地腐敗了! 

在教會的層面，羅馬教廷的權勢固然
無人能及；但是在王侯等統治階層中，卻
出現了反對的聲浪。當王侯的勢力仍側於
微不足道的階段時，教會與各地政府之間
乃相安無事。只是到了較後的時期，歐洲
開始出現一些勢力較大的王侯；同時，國
家意識也開始在一些地區中萌生。例如，
日耳曼人就逐漸體會自己乃是一個單一的
民族。雖然這民族的統治者包括了許多王
侯，大家卻愈來愈意識到自己乃是「德國
人」，與意大利和法蘭西等的人不一樣。因
此，在國家治理的大事上，這些統治者即
認定教皇應該專注於教會的事務，而讓政
府來決定民事。其實教會此時的勢力，已
經深入參與在民事的決策與執行中。既然
所有「地方百姓」也都是「教會信徒」，因
此，教會與政府之間的糾紛也就無從避免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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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書算是先知書是最特殊的一篇。

短短的只有四章經文，合起來不過

48 節，這樣短的經文中，確有著驚人的改

變，尼尼微城人數 12 萬悔改了，只因為約

拿講了六個希伯來文，翻譯過來就是『再

過 40 天，尼尼微要毀滅了』。這可能是人

類歷史上最成功的佈道會。 

  在約拿書故事中有幾個重點，第一個

重點，為何約拿不去尼尼微傳道，他的逃

避是什麼。尼尼微城，是當時亞述帝國的

首都，而亞述帝國正是以色列長期以來的

強大的敵國，以色列人不斷的受到亞述帝

國的威脅或是侵略。因此前往敵人的國家

宣揚我們的上帝將要毀滅你們，是多麼危

險的事情。此外，假設我們去到亞述帝國

去傳講上帝的福音，而他們也悔改了，悔

改了之後，不就會有著更強盛的軍容，因

此攻打了以色列，導致他們滅亡呢？這樣

的話你還願意嗎？設想一下自己，上帝有

沒有命令我們去作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們的選擇會不會約拿一樣，選擇一走了

之。呼召絕對不是只有走上全職的傳道人

才是呼召，加爾文認為，基督徒的生活中

心，就是回應上帝的呼召，無論從事的是

何種職業。上帝的呼召對每一個人來說情

況都不一樣，有的人像約拿一樣，一個聲

音告訴他，就是要去尼尼微傳道，倘若是

這樣，恩，或許沒有別條路，因為這實在

是太清楚了。但我們一般遇到的不太一

樣，我們通常會遇到的是有好多條路可以

選擇，每一個選擇都有利有弊，我們盡可

能的分析每一條路，但真的要做出決定

時，我們依然猶豫不決。例如上大學的時

候選擇什麼科系，大學畢業的時候選擇什

麼工作，甚至是考慮男女朋友等等。用剛

剛的概念來解釋，可以這樣說，放膽的去

吧！在這個選擇都是合於真理的前提下，

例如不要拿違法的事情出來討論的話，那

麼上帝要我們做的，不只是在決定的時候

討論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重要的是在做出

決定之後的行動，我們是不是熱切的回應

上帝召我們到這個職分上的呼召。 

  第二，是第四章的部分，看見了尼尼

微城的悔改，而約拿對這個悔改不太高

興，甚至跟上帝相爭說：我在本國就已經

知道你會原諒他們了，所以我才要逃往他

施去，意思說，『我知道你是豐盛憐憫的上

帝，尼尼微是我的敵人，我根本不想他們

有機會悔改。上帝要我去做一件我本來就

不想做的事，在船上你又讓我逃不掉，好，

如今我來了，又不照祢的計畫，讓尼尼微

毀滅，這樣我的工算什麼？所以，約拿很

生氣的跟上帝爭論。』因為先知也是個人，

他仍然還是要將他的意念高過上帝的意

念，我們不也是常常這樣嗎？在以前，我

總是以為我可以靠著我的能力來服事，我 

約 

經文：
馬太福音十二：38～39
約拿書三：4～10 

講道：林庭樂老師 
日期：2011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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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期待服事的過程，結果都要按照我的

意思來行，但我換來的結果卻很失望，因

為我認為我已經做了那麼多，但上帝卻在

旁邊看，我的計畫中，上帝從來都不肯盡

他的本份，我也常常跟上帝吵架，說，上

帝阿，我不是麻煩你做這一部份嗎，為什

麼你不照我的意思去行，那時候，好像我

是上帝，我在命令一個工人。所以，我以

前的服事，都沒有得到上帝的回應，直到

今日，我仍舊在學習凡事交托的意義。 

  在新約聖經中，耶穌曾經對法利賽人

說過，除了約拿的神蹟之外，再也沒有神

蹟給他們看了。為何耶穌說不會再有神蹟

了呢？我們必須將新約前後文對照一下，

12 章的一開始，法利賽人便不斷的開始找

耶穌的麻煩，甚至想要耶穌致死，所以當

時有幾位法利賽人來像耶穌求神蹟，不是

虛心的，而是心存測驗，要看看這個上帝

的兒子到底有多行。耶穌不是不能行神

蹟，就像魔鬼給耶穌的試探一樣，當我們

期望只看到神蹟的時候，甚至是期待用神

蹟來考驗上帝的時候，我們的信仰便出現

偏差了，若是論到超自然的神蹟奇事，不

只是基督教有，其他的宗教也是有阿，甚

至，不會比我們來的少。但是，重點在經

歷的上帝的神蹟後，生命是不是有改變，

是不是有歸向上帝，這才是神蹟的目的。

因此尼尼微城的人，聽到了信息，馬上回

應，悔改認罪，這才是最大的神蹟。因此，

神蹟到底是什麼意思，在希伯來原文裡，

神蹟的意思是記號，一個神的記號。所以

神蹟不一定要有超自然的能力，因為我們

比較容易認為超能力是才神的工作，但神

蹟的本意卻不是這樣，而是我們從任何一

個地方，看見了上帝的作為，那就是一個

屬於神的記號了，那就是神蹟了。所以，

新約也有一個很大的神蹟，就是稅吏撒該，

當他得知救恩的時候，他馬上的悔改認罪，將

他財產的一半分給窮人，若有被他騙的人，他

將還他四倍，這樣的悔改，你看見了神的恩典

記號了嗎？如果看見的話，你就是看見了一個

神蹟。在今天開始分享的例子裡面，達路長老

身上的神蹟不是只是單單的讓他聽見而已，而

是接受了上帝的醫治後，他做出了回應，他開

始四處傳揚福音，他開始講上帝在他身上的所

作所為，他開始不用偽裝自己，用新的生命來

回應上帝的恩典，這才是真正最大的神蹟。我

們所追求的神蹟豈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一種

我們人所不能可以理解的現象，例如是我們今

日看見的有些特會中，有瞎眼的看見，有疾病

得到醫治的嗎？我不是要批評參加這樣的特

會或是追求超自然的恩典是不對的，我要強調

的是，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的生命改

變了嗎？我們是否在知道上帝的恩典臨到我

們的時候，願意做出犧牲，也就是說，因著恩

典的緣故，我們願意賙濟貧窮，做出分享，為

著恩典的緣故，我們願意照顧弱勢，使軟弱的

得到幫助，為著恩典的緣故，我願意將愛分享

給家人，不再吵架。這些一點點的人的心被上

帝的愛充滿的行為，不是最大的神蹟嗎？因為

我們肉體軟弱的時候，藉著上帝的愛，我們仍

舊願意照顧比我們更需要的人。各位弟兄姊

妹，倘若我們只是看到奇妙的事情發生，卻沒

有經歷過恩典，我們當然行不出來，所以我們

要跟上帝求，不是單單只求奇妙的事情發生，

而是求神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見我們生命

裡有多少的恩典，好讓我們看見我們是多麼受

上帝喜愛的寶貝，也好讓更多的人看見我們生

命被上帝的恩典充滿時帶來的改變，那就是讓

人看見了神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作用了。 



14                            大直週報 01 / 30 / 20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直教會 

兒 童 主 日 學 週 報       2011.01.30

 
一、聖工分擔 

校  長：美端 
詩歌教唱：以琳 
短  講：庭樂 
司    琴：炳曄、麗惠 
分班老師：萃鈴、慧美、依玲、鍾靈
司    庫：幸嫈 
總    務：人豪、郁華 
關懷行政：雪英 
心 算 班：黃麗 
手工藝班：育菱 
舞 蹈 班：郁穎 

 
二、關懷網 

高小級：李  翎、黃羽晨、陳品樺 

曾雅筑、蘇澤宇、謝昇融 

陳麒聿、陳浩恩、蔡時富 

陳品卉、劉倢希 

中小級：黃亦悅、羅仕偉、劉彥良 

吳傑生、蔡時裕、朱依禾 

鄭子珣、周誠恩、陳祈欣 

陳姿璇、巫浩瑜、陳穎安 

初小級：陳文薪、賴冠廷、周琦恩 

陳姿穎、陳冠宜、黃以諾 

吳家翰、陳祐安、鄭羽彤 

蔡昕霖 

幼稚級：賴冠成、康芷瑜、鄭雅云 

洪崧祐、賴喜樂、張承天 

楊可晴、簡劭恩、黃子倢 

董曜韋、戴欐懿 

 

三、課程內容 
1.經文： 

本週：頒十誡施慈愛(出埃及記十九～二十：

21) 

下週：新春愉快(兒主暫停乙次)  

2.教學目標：  

3.金句：「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

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出埃及記廿：5～6)
 

四、消息報告 
(一)本週司獻人員：羅仕偉    

下週司獻人員：吳傑生  
(二)兒童主日學崇拜： 

9：20～10：10 合班詩歌敬拜 
    10：10～10：50 分班 
    週日兒童才藝班： 

11：00～12：20   
手工藝、心算、街舞 
歡迎新朋友一起來參加主日學和才藝班等各

項活動。 
(三)下週 2 月 6 日(日)大年初四，因大部分的老師

及小朋友們都在外縣市過年，兒童主日學、才

藝班暫停乙次。在外縣市的小朋友，不要忘記

主日要到附近的教堂參加主日崇拜；在台北的

小朋友，歡迎和爸爸媽媽一起參加教會主日崇

拜。  
 
五、前週聚會 

出席人數－ 

高 小－8 人        手工藝班－9 人 
中 小－9 人        心 算 班－9 人 
初 小－5 人       街 舞 班－6 人 
幼稚級－4 人 
合 計：26 人   
奉    獻—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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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肢體關懷代禱 

1.為生病、年老行動不便者： 
張阿治、郭萬貴、葉沐松、林寶祥 

鄭春子、陳怡君、張若欣、廖富美 

楊美香、鄭瓊惠、楊翠芬、鄭雲帆 

林二幸、楊玉琴、張黃秀紅、李詹桃 

陳潤波、薛秀華、邱得一、王櫻芳 

周瑞雲、賴阿勉、許愛玲、陳張秀雲 

張淑容 

2.住院者： 

張黃秀紅（明厚老人養護中心） 

     (臺北縣淡水鎮中正東路一段 27 號 1 樓)

賴阿勉（仁群老人養護所） 

3.為當兵者者： 

陳宇光 

4.為出國唸書者： 

陳春瑋、林 晟、陳怡安、章祐豪、

鄭禮賢（美國）、洪瑋黛、洪瑋成、李

怡道、施怡廷、賴子暉（英國）、盧易

之（德國） 

二、為國家政局安定經濟發展代禱 

三、為教會推動雙翼養育系統佈道課程

代禱 

四、為教會小組牧養關懷與裝備代禱 

五、為教會聘請一位牧師加入團隊牧養 

代禱 

 

 

主日學靈修短篇 
「十誡」 

1.除了我以外，你不可有別的神。 
2.不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3.不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 
4.當記念安息日，守為聖日。 
5.當孝敬父母。 
6.不可殺人。 
7.不可姦淫。 
8.不可偷盜。 
9.不可作假見證陷害人。 
10.不可貪戀人的房屋；也不可貪戀人的妻

子、僕婢、牛驢，並他一切所有的。 
本週童來研經： 

◎初小級主題：「愛神，愛人」 
◎中小級主題：「敬畏神，尊重人」 
◎高小級主題：「石版上的十誡」 

少年團契  

一、下週聚會預告 
 
 
 
 
 

 
二、上週出席：20 人 

成人主日學 

班 別 出席人數 

白話字班 5 

認識聖經課程班 13 

信仰生活班 5 

查經班 5 

合 計 28 

2/6
新春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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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為父為母的生命（一） 
 
一、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及必須性 

「當照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
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申命記五：16） 

注意  A.這是十誡中唯一帶應許的誡命。 
1.尊榮我們的父母，我們就能長壽。 
2.尊榮我們的父母，生命就必得福。 

B.這不僅只是一個好的想法或規則。 
誠命的定義是：描述生命實際運作的方式，是一個絕對的律法，告訴我們事
情發生的原因。 
規則是：除非有罪攔阻，只要我們以任何的方式，真實的尊榮我們的父母，
我們就必定得福。 
相反的：假如我們以任何的方式不尊重我們的父母－悖逆，對他們有負面的
言語及思想，不順服等等，我們的生命就不能蒙福。 
這個簡單的誡命，幾乎成為所有禱告服事的診斷。 
你有問題嗎?一定是你在某個地方沒有尊重你的父母，不然生命就不會有問
題。 
是誰?在哪裡?以何種方式?讓父母不被尊榮?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來書四：12） 
神的律法給我們簡單辨別的關鍵： 
申命記五 16 尊榮你的父母，你的生命就會得福 
加拉太書六 7 不管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所以每一次你尊榮你的父母，你就是在撒祝福的種子，並在生命中有好的回
收：健康、關係、財富。 
每一次你不尊榮你的父母，就是在撒一個會收到傷害的種子－不好的健康、
關係、缺乏財富等等。 
假如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中為什麼有問題，只要坐下來想一想你的童年。你的
心中是否憎恨父母?是否經常悖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