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 月 30 日(2011 年)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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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召開會員和會改選 18

任長執（P.7） 

 

2. 10/31～11/2 松大高雄校外教

學（P.7） 

 

3. 11/3 第三次聖誕籌備會（P.7） 

 

4. 11/9 及 11/15 GLN 小組長訓練

課程（P.7） 

 

5. 歡迎踴躍訂購教會 POLO 衫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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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00 

 
聯合主日禮拜 

講道：蔡幸昇牧師   司會：陳錦足執事 司琴：黃怡芬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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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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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 詩篇一四五：13～16 .............. 司  會 

△敬拜讚美 .......... ①既然跟從了主 .................. 林道光+會  眾 

②聖詩 184 首「上帝疼痛哪會赫大」 
△信仰告白 .................... 十誡 ......................... 會  眾 

啟    應 .................... 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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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世記五：21～24、希伯來書十一：5～6 ......... 司  會 
讚    美 ............... 「因信前行」 ......... 黃聖茂&盧文萱二重唱 
講  道 ............... 「一生與上帝同行」 ............. 蔡幸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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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 第 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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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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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足 林道光 黃怡芬 聖歌隊 李青峰、林富美 林閨秀、劉春英 鄭雲帆

下 週 蔡幸昇 
盧壽安 
蔡幸昇 

鄭敦坪 
余文藝 

莊雅瑄
張展銘

聖歌隊
林美琪、歐陽君健
蔡錚惠、李青峰

趙淑貞、林陳金英 
愛加倍愛玲小組 

陳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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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教會 2011 年度臨時會員和會召集書  

時間：201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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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長老一名、執事三名 (任期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小會議長  蔡幸昇 

小會代理書記   陳冠宇 
A.成人(陪餐)會員 (總計 344 人)  

   1.籍在人在會員 （合計 257 人）  

 
   （＊有此記號為服兵役、出國、旅行外地或其他不可抗力者） 

丁皓東 丁皓恩 王櫻芳 ＊王巧茹   王  莉 王壽選 卡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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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牧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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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憲生   林麗麗 ＊邱得一 ＊邱柏誠 吳德福 戴莉容 
吳美雯 ＊吳賢春 吳明家 ＊吳盈慧 吳亭億 吳思婷 ＊姚光智 

  林富美 ＊姚復鈞 ＊吳靜昀 ＊姚光成 姚素靜 ＊姚俊崧 武慧芳 
＊柯美伊 ＊施素娥 洪敏哲 ＊徐國基 高于荃 施貞同 黃怡芬 
＊施盈甄   翁瓔瓔 ＊徐崇芸 許愛玲 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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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秀媛 
＊郭姿妤 郭虹君 ＊邱雅音 陳冠宇 黃子恩 闕素枝   陳世芳 
  陳錦足 陳敬勳   林怡欣 陳清泰 ＊陳宇光 陳孟崙 陳麗英 

陳雅芬 陳盈秀 ＊陳彥奇 陳雪姿 周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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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詠蓁 
  黃雯琳 黃仁相   陳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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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維凱 
楊武男 ＊楊彩微 楊佩玲 楊美香 楊麗觀 廖斌洲 ＊廖富美 
廖汶釗 ＊齊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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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青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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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陳菊 
薛秀華 韓曉君 ＊戴少杰 ＊莊雅瑄 ＊戴興一 ＊俞佳凡   戴巖霽 
羅涵齡 鍾旻君   鍾  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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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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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隨筆 

               對長執選舉的信仰觀點 
                                                  蔡幸昇牧師 

 

今天主日禮拜後將召開會員和會改選本會第18任長執，共要選出一位長老

與三位執事，我引用保羅寫給提摩太的書信與大家勉勵，記載於提摩太前書三

章1至13節：「人若想要得監督（長老）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

的。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

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4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

管上帝的教會呢？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

刑罰裏。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裏。作

執事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要存

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祕。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然後

叫他們作執事。女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

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因為善作執事的，自

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道上大有膽量。」這段經文告訴

我們羨慕做善工的人，也就是被選為長老與執事的人該擁有什麼樣的特質與行

為，只要願意委身為主擺上的盡心事奉，不但能使自己的靈性更上一層樓，透

過忠心的事奉，也能增加對主的信心與愛神愛人的責任感。 

我們透過選票選出長老與執事，與一般投票最大不同之處在於揀選是出

於上帝，是聖靈的工作，所以我們必須藉著禱告，求上帝給我們屬靈的智慧選

出合上帝心意的人擔任長老與執事。我也期盼今天每一位受主揀選擔任長老、

執事的人應該是忠心的（faithful），忠於上帝、教會，並盡忠職守；委身的

（ availabil），讓自己接受裝備及訓練，願意擺上時間來事奉；順服的

（submisive），順服上帝的旨意及屬靈權柄，能謙卑順服，回應上帝的呼召；受

教的心（teachable），願意按照真理的原，虛心受教學習並成長進步。願每位弟

兄姊妹齊心協力為大直長老教會的復興與增長，福音的宣揚與興旺一起獻身事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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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一生與上帝同行 
 

一、以諾有什麼樣的生命 
1.發光的生命 
2.最高的生命 
3.分別的生命 
4.成聖的生命 
5.順服的生命 
6.知足的生命 

二、如何一生與上帝同行 
1.要有清楚明確的異象  
2.馬拉松式與上帝同行  
3.進入世界又超越世界  
4.自動主動又甘心樂意  
5.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 
6.憑著信心與上帝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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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週  聚  會 

名   稱 出   席 獻   金 
台 語 禮 拜 103 10786 
華 語 禮 拜 102 6863 
主 日 學 26 337 
 

禱 告 會 出席 前 週 聚 會 出席

週日 10/23 6 多 加 小 組 13 
週一 10/24 5 溫 馨 小 組 13 
週二晚禱 10/25 10 恩 寵 小 組 15 
週三 10/26 6 恩 惠 小 組 7 
週四 10/27 4 以斯帖小組 13 
週五 10/28 8 復興美琪小組 4 
合  計 39 復興雅音小組 8 

  復興南希小組 16 
  復興青岳小組 7 

實踐長青團契 12 愛加倍愛玲小組 8 
敬 拜 團 13 愛加倍香惠小組 15 
松契 /豐盛人生 20/8 愛加倍嘉郁小組 10 
聖 歌 隊 22 合   計 129 

   

每 日 讀 經 
本 週 進 度 

 10/30(日)  民 22/民 23/民 24/可 7:24~37 
 10/31(一)  民 25/民 26/民 27/可 8:1~21 
 11/01(二)  民 28/民 29/民 30/可 8:22~38 
 11/02(三)  民 31/民 32/民 33/可 9:1~29 
 11/03(四)  民 34/民 35/民 36/可 9:30~50 
 11/04(五)  申 1/申 2/可 10:1~31 
 11/05(六)  申 3/申 4/可 10:32~52 

 
 
「諸個撒佇好的土地的，就是人聽道理，

亦承受伊，亦結實，有的三十倍，有的
六十倍，有的一百倍。」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

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馬可福音四：20）

週間聚會 
主日(30 日)禱告會【清早 7時半】 

主理：林美琪執事 
清晨禱告會【清早 6時 20 分】 
主理：劉秀娟姊妹(一)、施貞同牧師(三) 

張英宏長老(四)、楊長榮長老(五) 
主日(30 日)少年團契【下午 2時】 

主題： My life,your song 
週一(31 日)實踐長青團契【晚上 6時半】

主題：重訓甩肉趴 
週二(01 日)查經晚禱會【晚上 7時半】 

主題：施貞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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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理：韓玲玲姊妹 

週六(05 日)敬拜團【晚上 7時】 
主理：余文藝姊妹 

主日(06 日)禱告會【清早 7時半】 
主理：蔡錚惠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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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秀惠家（電話：2799-2007） 

週四(03 日)以斯帖小組【下午 1時 45 分】
地點：教育二館 

週四(03 日)恩寵小組【晚上 7時 45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四(03 日)恩惠小組【晚上 8時】 
地點：教育一館 

週五(04 日)多加小組【上午 9時 45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五(04 日)復興南希小組【晚上 7時 50 分】
地點：教育二館 

週五(04 日)復興青岳小組【晚上 7時半】
地點：教育二館 

週五(04 日)復興美琪小組【晚上 7時半】
地點：教育三館 

週五(04日)愛加倍嘉郁小組【晚上 7時 50分】
地點：育淳家（電話：2532-8025） 

週五(04日)愛加倍香惠小組【晚上 7 時 45 分】
地點：教育一館

 

本週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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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10/30召開會員和會改選18任長執 
今日主日禮拜後召開會員和會，改選第
18 任長執，將選出一位長老及三位執
事。 (1) 執事提名辦法根據禮拜出席、
服事參與、接受造就、月定(什一 )奉獻、
生活見證等五項條件及個人意願，本次
選舉共提名六位執事候選人 (按姓氏筆
劃順序 )：林嘉郁、周南希、張西田、陳
敬勳、劉大可、韓玲玲，請為長執順利
改選代禱。(2)本次改選的選務工作人員
名單：張逸平長老（召集人）、陳清泰、
連仰明、林志隆、李牧揚、武慧芳、吳
思婷等 7 位。  

2. 一領一宣教運動祈禱會 
日期：10 月 30 日（週日）  

下午 2：00 
地點：台北中山教會  

（林森北路 62 號）  
內容：一領一新倍加運動、為台灣國家

祈禱  
講師：林俊義教授  
主辦：總會傳道委員會  

※歡迎自由參加  

 3. 10/31～11/2 松大高雄校外教學 
日期：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  

（週一～三）  
地點：高雄義大世界、四重溪  

東源部落、大鵬灣  
※由蔡牧師帶領 34 位松年大學學員前

往，請參加者於當天上午 7：20 在火車

站東三門集合。  

 4. 11/3 第三次聖誕籌備會 
11 月 3 日（週四）晚上 7：30 在教育
三館召開第三次聖誕籌備會，請長
執、小組長出席開會。  

 5. 11/9 雙翼第一期「門徒訓練」課程
12 
日期：第 12 次 11 月 9 日（週三 ) 

晚上 7：30～9：30 
地點：教育二館  

        第 12 次課程：「主喜悅的門徒」 
        講師：蔡幸昇牧師  

報名人數 9 位  

 6. 11/9 及 11/15 GLN 小組長訓練課程 
日期：11 月 9 日（週三 ) 

上午 9：00～12：00 
      11 月 15 日（週二 ) 

上午 9：00～12：00 
地點：教育二館  
內容：GLN 關懷小組長訓練課程  
講師：蔡幸昇牧師  
報名：各小組參加過屬靈家長訓練的

弟兄姊妹，歡迎向慧菁幹事報名  
目前報名人數 3 位  

 7. 歡迎踴躍訂購教會 polo 衫 
教會將重新訂製團體 polo 衫，每件 200
元，歡迎弟兄姊妹踴躍訂購，各小組、
團契可向小組長或會長登記；會友請向
慧菁幹事登記。衣服大小可參考廠商提
供衣服套量。  

 8. 信徒獎學金申請至十一月初截止 
本會信徒獎學金從本週起開始申請，至
11 月 6 日截止，訂於 11 月 27 日感恩節
主日禮拜中頒獎。歡迎資格符合者提出
申請，請填寫申請表格並附上成績單繳
給慧菁幹事。  

 9 歡迎報名洗禮及會籍轉入本會 
歡迎已受洗並在本會經常聚會超過半
年以上的會友將陪餐會員籍轉入本
會；也鼓勵決志信主的弟兄姊妹報名
12 月 11 日舉行的成人洗禮、堅信禮及
小兒洗禮。申請表格填寫後請交給蔡牧
師或慧菁幹事。第二次學道班課程「重
生的真義」訂於 11 月 5 日（週六）7：30
開始上課。  

10. 請訂閱十一月份「豐盛人生」靈修月刊 
十一月份的「豐盛人生」靈修月刊可
開始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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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提供 2012 年月曆訂購服務 
本會今年贈送信徒每戶一份「神愛台灣」
月曆也提供弟兄姊妹訂購 2012 年月曆的
服務，包括「書法經文版」（每份 80 元）、
「台灣情版」（每份 70 元），「聖地風景」
（每份 100 元）可送親友或未信主朋友作
聖誕禮物傳福音，請至招待桌登記繳費，
至 12 月 4 日截止。  
 

新朋友名單 
 

100-161 張巧易 女 (基督徒) 
電話：0987-31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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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 10/30 向榮教會舉行羅興隆牧師就任感恩
禮拜 
台中中會向榮教會於今日下午 3：00
在蒙恩教會舉行羅興隆牧師就任第二任
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肢體消息 

 

◎ 感謝羅涵齡姊妹奉獻櫥窗佈置 
本會總務部感謝羅涵齡姊妹為禮拜  
堂外面櫥窗佈置奉獻金錢及設計施
工，願上帝祝福。 

 

裝備訓練消息 

 

1. 11/2～6 天藝劇團「心洞」佈道演出 
日期：11 月 2～6 日（週三～日） 

晚上 7：30 
      11 月 5～6 日（週六～日） 

下午 2：30 
地點：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中華路一段 69 號，捷運西門站 2

號出口) 
內容：天藝劇團「心洞」佈道演出 
費用：免費(自由奉獻)，須索票入場 

※可向慧菁幹事索取 11 月 2、4、5、6 晚場
的入場票 

 2. 11/4 北區松年部聯合感恩禮拜 
日期：11 月 4 日（週五） 
      上午 9：30 
地點：馬偕醫院 9 樓大禮堂 
       (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內容：北區松年部聯合感恩禮拜 

※欲參加者請向歐秀貞長老報名 

3. 11/5～6樂團訓練研習會 
日期：11 月 5 日（週六）上午 9：00～11

月 6 日（週日）下午 5：30 
地點：東湖長老教會 
      (民權東路六段 296 巷 41-2 號) 
內容：樂團、歌唱及音控 
費用：每人 200 元、團體報名 1000 元(每

團) 
※欲參加者請向慧菁幹事報名 

4. 11/8 婦女事工部西小區年會暨慶祝活動 
日期：11 月 8 日（週二） 
      下午 2：00～4：00 
地點：雙連教會 
主題：「生命的盼望」 
講師：鄭英兒牧師 

※歡迎姊妹踴躍前往參加 

5. 11/12～13 適婚青年營會 
日期：11 月 12～13 日（週六～日） 
地點：太平洋翡翠灣溫泉度假飯店 
對象：22 歲至 45 歲的適婚教會青年 
費用：每人 4000 元 
主辦：新竹中會青年部 
協辦：台北中會青年部、七星中會婚姻部 
      台中中會青年部 

※欲參加者請向慧菁幹事索取報名表 

6. 11/12 音樂治療工作坊 
日期：11 月 12 日（週六） 
      上午 9：30～下午 3：00 
地點：雙連教會 802 教室 
費用：每人 150 元(現場繳交，含午餐) 
講員：錢怡君音樂治療師 
      (美國依利諾州州立大學音樂治療

碩士) 
主辦：台灣神學院基督教關顧與協談碩士組 
報名：http://www.taitheo.org.tw 

7. 11/13 公益醫學講座 
日期：11 月 13 日（週日） 
      下午 1：00～2：30 
地點：雙連教會 804 教室 
講員：黃瑞仁教授(台大醫學院內科部) 
主題：「高血壓防治」 

※免費入場，歡迎參加 

8. 11/14 白話字中級檢定 
日期：11 月 14 日（週一） 
      下午 2：00～4：00 
地點：總會事務所二樓 A2 會議室 
       (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3 號) 
對象：教會會友與有志者 
檢定方式：翻譯(中文翻台文)、作文 
費用：每人 200 元(現場繳交) 

※欲參加者請於11月7日前向慧菁幹事報名 

9. 11/15～17 星中松年部靈修三日遊 
日期：11 月 15～17 日（週二～四） 
地點：東埔溫泉區 
費用：每人 3100 元(含住宿、餐飲、保險

及車資) 
※欲參加者請向歐秀貞長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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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默想 
 

  
主題經文：                                  
  
「上主親近灰心喪志的人；祂拯救心靈被壓碎的人。」 
                                                       （詩篇三十四：18） 
  
小故事：  

十九歲的漢米爾頓（josh Hamilton）曾以破紀錄的 396 萬美元簽約金成為美國職棒選手，

這名優秀的外野手，每當出賽前，總不忘親吻最愛的祖母，他深信這樣能帶來幸運。 

然而，一場意外的車禍，卻使這位棒球金童的前途成為碎片!車禍受傷的漢米爾頓離開了

球場，開始流連於酒吧、刺青店，並染上毒癮。不僅暴瘦二十幾公斤，更多次出入戒毒所，

無法擺脫毒品的誘惑，最後受到「無限期」禁賽的重罰。 

窮途末路的漢米爾頓只好躲回祖母家中，但他仍按捺不住毒癮，背著祖母偷偷吸毒。 

這一切，被撫養他長大的祖母看在眼裡，感到心痛不已，祖母難過的對漢米爾頓說：「你

不只是在殺死你自己，你也在殺死所有愛你的人，…你殺的是我!」 

「你殺的是我!」這句話讓漢米爾頓彷彿遭到雷擊，他最不願意的，就是傷害最愛他的祖

母啊!」因著這句話，漢米爾頓痛定思痛，主動前往勒戒所，經過八個月的堅持，終於擺脫了

毒癮，他更取得大聯盟的信任，重新拾起球棒，並一舉打破了全壘打大賽紀錄! 

因為不願意讓愛他的人傷心，漢米爾頓重新找回了自己，成為全新的人。 

 

十、十一月份壽星名單 
祝福十、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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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壽星名單如下： 

楊雪英  (30) 
十一月份壽星名單如下： 

盧竹昌   (11)、李范美蘭   (14)、張淑容   (14) 
王 莉   (16)、蔡永銘     (17)、蔡麗惠   (18) 
林鄭素雲 (19)、陳黃桂雲   (19)、戴莉容   (10) 
林閨秀   (10)、陳芳薇     (11)、俞佳凡   (11) 
徐瑋甄   (11)、邱煥章     (13)、陳盈秀   (14) 
林道光   (14)、賴阿勉     (15)、林筱惠   (16) 
郭麗文  (16)、郭萬貴     (17)、賴曉珊   (17)
賴曉瑄  (17)、邱得一   (18)、李吳秋薈   (19) 
李元萍   (20)、張秀雯   (20) 、蔡函汝   (21) 
梁信貞   (21)、賴美如   (24) 、林奇璋    (24) 
高 足   (30)、李玉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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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松大本週內容 

 

時間

日期 
第一節

9：00～9：50
第二節 

10：05～10：55 
第三節

11：10～12：00
11/2
（三）

10/31～11/2 校外教學 

11/4
（五）

幾件重要的事

施貞同牧師

中高年齡食材 
賴秋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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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專欄 

21 世紀基督徒裝備 
第六十一課 普世差傳二千年

        

（一）塞爾特人（Celts）及哥
特人（Goths）時期（400～800） 

當羅馬人成為福音已得之民後，他們
卻沒有將福音傳給賽爾特人、哥特人及其
週圍的民族。結果神便興起這些野蠻民
族，叫他們入侵羅馬帝國，甚至攻陷羅馬
城，迫使羅馬帝國將首都東遷至君士坦丁
堡（Constantinople），並放棄了帝國整個
西部地區。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期，基督
教修道院開始興起，當教會只專注於牧養
會內信徒的時候，修道院便成為差傳基地
及宣教士訓練學校，直到十六世紀，改教
運動（Reformation）以前，修道院及修道
士在差傳及信仰傳播工作上扮演著主要的
角色。 
雖然羅馬教會沒有派宣教士向這些野蠻民
族傳福音，但結果他卻因所擄的羅馬信徒
的見證而歸主。相同地，住在愛爾蘭
（lreland）的賽爾特人亦因被他們從英格
蘭（England）擄回的基督徒的見證而歸
主。最後藉著塞爾特人的宣教士，今天的
法國（France）地區亦歸向基督。至此整
個歐洲除了北歐的維京人（Vikings）以外
都成為基督教地區。 
  主後第七世紀期間（622 年），伊斯蘭
教在中東阿拉伯地區崛起，並且迅速擴展
到北非，甚至進入西班牙（Spain）南部白
種人當中，自此伊斯蘭教便成為基督信仰
傳播最大的攔阻。七七五至一三○○年是
伊斯蘭教的成長期；在這段時期，伊斯蘭
教不斷向遠東及亞洲發展，而歐洲的基督
教社會則陷入了黑暗時期之中。 

（二）維京人時（800～1200） 

維京人是北歐的野蠻海盜民族，他們
不單橫行北海，更經常南下搶掠英倫三
島、法國，甚至遠達地中海的各個沿海城
市。維京人凶殘暴虐成性，殺戮眾多，甚
至連本族婦女亦會被賣為奴。但奇妙的卻
是維京人主要是藉那些被他們擄去的基督
徒少女的見證而歸主的，這就好像亞蘭王
的元帥乃縵因一位被擄的以色列女子的見

證而得醫治一樣（參王下五章）。至此全歐
洲先後成為基督教地區。 

這時基督教會分為東、西兩大陣營，
西邊是羅馬教皇控制的西方教會（至分裂
成為今天的羅馬天主教及基督教）及東面
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方教會（衍生為
今天的希臘（Greek）及俄羅斯（Russia）
東正教會）。但因伊斯蘭教的興起及擴張，
基督教東進及南向無門，加上西向大西
洋，因此基督信仰被困於歐洲多個世紀。 

（三）穆斯林（Muslims）時期
（1200～1500） 

因為當時基督教會是歐洲的國教，基
督信仰國家與異教國家壁壘分明，信仰與
政治及民族效忠便劃成等號，更可悲的就
是宣教也變成殖民侵略及政治擴張的藉
口。由羅馬教皇及歐洲一些皇族所組織的
「十字軍」東征便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
口號是要從伊斯蘭教手中奪回聖地的控制
權，高舉的也是十字架的旗幟，但我們絕
不能將這幾次「十字軍東征」當作差傳宣
教事工，因為「十字軍」所作的絕大部份
是殺戮搶掠，並沒有將神福氣及恩典帶給
當地人民，這是與差傳的精神背道而馳
的。「十字軍」當中也許有一些是錯用熱宣
教的人，但不少歷史學家指出「東羅馬帝
國」（今天的土耳其（Turkey））最終失陷
於伊斯蘭教軍隊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十字
軍東征」的結果。 

「十字軍東征」雖然在中東沒有帶來
長久的改變，但那些歸回歐洲的軍人卻把 
獵方先進的藝術、逼築及文明等新知帶回
歐洲，一方面在社會中引發起文化復興活
動，另一方面在教會中亦引起一些人對伊
斯蘭教教待傳福音的負擔，例如那時成立
的聖法蘭西斯修道書（Saint Francis）便
有很多修道士前往中東地區作宣教士。只
可惜那時在羅馬教皇領導下的西方教會已
腐敗不堪，不單對差傳沒有多大興趣，甚
至道德及信仰亦敗壞到極點，至終西方教
會的改革運動亦於十六世紀初爆發，自始
教會的注意力轉向教會內部的改革、重建
《聖經》的權威及教義的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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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有一個階段，我認為信仰是個人
的事，所以，我只要顧好自己跟上帝的關
係就好了，我不去管別人的，因為每個人
只能拿一張天堂的票，我有嘗試要傳福音

給別人，但這個世界有時候太令我失望了，好像我
傳的福音，沒有人要聽，而我自己已經獲得基督的
救贖，這樣就夠了！我不管其他人了！你們有時也
跟我一樣有這樣的感受嗎？爸媽的上帝，不是我的
上帝，換句話說，每ㄧ個人的受洗無法讓自己的小
孩得到永生。是這樣嗎？確實是吧。你們聽到很多
講員在台上呼召時，他們會說：「你們是否願意讓
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生命中的救主？」，如果
是這樣的話，基督教真的這麼自私？只顧自己的生
命而罔顧他人生命？是什麼東西，成為你跟我傳福
音的阻礙跟懼怕？ 

我們要再次的來聽今天的聖經故事，有一天早
晨，門徒們正吃完早餐，他們兩個、三個地聚在一
起聊天，約翰對雅各說：「哥，你想今天老師要帶
我們去哪裡傳講信息？話說阿，拿撒勒人真的很可
惡，前幾天竟然這樣我們，多虧老師還是他們的同
鄉人，大家都瞧不起老師，他們竟然不知道耶穌在
其他的地方多受歡迎嗎？」雅各：「對阿，要不是
老師太有愛心，我早就衝出去一個打10個了。」這
時候，突然聽到有個人大聲嚷嚷，喔！原來是彼
得，他是在說什麼呢？門徒們猜想肯定是耶穌又有
事情，請彼得宣布。「老師說，全部過來!!」，果然
是耶穌的話，門徒們馬上起身，前往耶穌的地方走
過去。到了耶穌那邊，耶穌對門徒說：「你們已跟
從我一年多的時間，今天，我要派你們出去，帶著
我的權柄去附近醫病、感鬼，等等你們就兩個、兩
個一組，往附近出發去。」這個時候，馬太舉手了，
馬太說：「老師，那我們要帶什麼呢？我們需要帶
帳篷嗎？食物嗎？錢嗎？」耶穌說：「很好的問題，
這一次的行動，我告訴你們，什麼都不要帶！不帶
錢、不帶食物，也不用帶很多的換洗衣物，只要帶
手杖，以免有野獸想要來傷害你們，經過一年多的
操練，我看見你們每個人的信心都已足夠了，憑著
你們的信心去吧！還有，如果有人願意接待你們讓
你們住宿，就住下，如果有人不願意接待你們，那
就按照習俗把腳上的灰塵抖掉，不只是跟他表明他
的罪與你們無關，更是因為你們要繼續前往下一戶
人家，就好像是進到上帝的聖殿，要用聖潔的心，

不要讓失敗成為你們的絆腳石，好了，我講完了，
分組完就出發吧。」聽完耶穌的吩咐之後，門徒們
私底下持續的討論，討論的內容有些關於分組，有
人說：我不要跟雅各一組啦，我怕他等等會跟別人
打起來。有人說：我要跟老大哥彼得一組，這樣我
比較放心。有人還在互相打氣說：「加油，耶穌都
對我們有信心了，我們自己怎麼可以質疑自己的能
力。」於是，他們就出發了。 

弟兄姊妹，你害怕傳福音嗎？你認為自己不夠
好嗎？當門徒第一次被差派時，他們只待在耶穌身
邊一年多的時間學習，一年多的時間，可以使門徒
從不認識主，到願意挑戰自己的極限，就好比神學
生一樣，進入神學院一年後，每個人都要下山實
習，門徒也是如此，我想，他們一定很害怕，你想
想一年多的時間可以學到什麼？耶穌可能有教他
們怎麼帶小組，耶穌也可能有教他們怎麼佈道，但
是一年的操練，成效有多大？我們來一起來看看耶
穌怎麼教導門徒第一次的傳福音。 

一、耶穌差派他們兩個兩個一組 

在摩西的法律規定兩個人以上作證才有法律
效力，並且在路上可以互相幫助，彼此鼓勵，希伯
來書十：24：「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勵行
善。」在傳福音的路上，我們會遇到許多的挫折，
有人不領情，有人甚至覺得你是怪人，但聖經要我
們，彼此相顧，再次激發愛眾人的心，然後繼續傳
福音，這就是小組模式，現今很多教會推廣小組，
就是讓會友們彼此有依靠，並且一起進到人的家
裡，而不是一直待在教會，傳福音等人進來太慢
了，在這個世代，我們傳福音必須要主動，就像門
徒一般。 

二、耶穌賜權柄給他們 

門徒從耶穌的生命學習到許多屬神的品格，他
們也在耶穌身上看見，耶穌的工作是倚靠聖靈的能
力，耶穌的工作沒有一個不靠著聖靈的。耶穌也看
見門徒的需要，耶穌知道門徒的生命尚未成熟，耶
穌知道他們每個人都還有軟弱之處，所以耶穌幫助
他們，賜給他們權柄，這權柄就是從聖靈來的能
力，而賜下權柄也是代表，耶穌授權門徒們去作他
所作的事，就是醫病、趕鬼、使人悔改，門徒帶著 

在 

經文：

馬可福音六：7～13 
講道：連仰明牧師 
日期：2011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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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柄就是代表耶穌。若門徒只空有技巧，就像我們
很多人在教會裡受到許多很好技巧及知識上的裝
備，但是沒有聖靈同在，一切的工作會很辛苦，且
成效不大，約翰十五：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子。常在我裡面的，我也常在他裡面，這人就多結
果子；因為離了我，你們就不能做什麼。」我們要
靠著聖靈來服事，就連被世人歌頌的門徒都這麼做
了，我們也不能憑著自己的能力去行。 

三、倚靠信心 

耶穌吩咐門徒什麼都不要帶，這絕不是故意
要整他們，是耶穌已經看見門徒單單順服的心志以
及信靠神的信心，這或許是耶穌對他們的磨練，然
而耶穌也知道，身上帶了太多的東西，會拖累他們
的腳步，所以耶穌只讓他們帶手杖防身，要他們在
傳福音的路上因著信心經歷神蹟。我可以很老實地
告訴你們，我很怕在路上跟路人傳福音，一方面是
因為我害怕，我害怕被拒絕的感受，當然在教會服
事當中，還是有許多次的街頭佈道，但是那跟你在
路上拉住一個人，說：先生，有時間聽個小故事嗎？
跟這種隨機找人傳福音的感受是不一樣的。你們有
發傳單的經驗嗎？沒有的話，下一期品格學校要開
始時，歡迎你們可以跟牧師他們去國小體驗一下。
另一方面是，沒有信心，對自己沒有信心，對上帝
沒有信心，對福音沒有信心。一個月前，我參加學
校的團契，那一天我們到了士林夜市要發送蒲公英
月刊跟耕心，一開始，我站在那邊，尋找目標，過
了 2 分鐘，一本還沒發，我朋友走回來說：我都發
完了，你還在看什麼？我才驚覺說，對耶，福音不
是每個人都需要嗎？我為什麼要懼怕？腓利門
一：6「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
道你們各樣善事都是為基督做的。」我知道我所傳
的福音不是為自己，而是為了基督，最後，我挑戰
自己，當我勇敢面對第一個人的時候，接下來的就
不是問題了！ 

四、不要氣餒 

耶穌告知門徒，若有人不願意接待你們，就把
塵土跺下去，正如一開始故事有說，這個動作代
表，清潔自身，也代表著一種意義，就是你的罪與
我無關了。耶穌要門徒們遇到挫折時，不要氣餒，
而耶穌本身就在前幾天已經在家鄉證明給他們看
了，耶穌在差派門徒前幾天，他才受到人生的打
擊，從耶穌的身世，我們看見許多的挫折，他的出
生導致爸媽差點離婚，他才剛出來傳福音就受撒旦
試探以及許多人的質疑跟毀謗，說他是靠鬼王的、
是不遵行律法的人，在耶穌傳揚信息的途中，雖然
經歷許多人的打擊，但是來自家鄉的打擊卻是難受
的。我們如果看見許久不見的會友回到我們當中，
我們會說：「你看，思宜希涵回來了，唉唷，還有
一個小孩耶」，我們是會抱著興奮的心情歡迎他
們。同樣地，耶穌出生自拿撒勒，他認為鄰居們都
應該要很認識他，要歡迎他，耶穌也想要聽到眾人

們說，「ㄟ，耶穌回來了啦!!還帶了 12 個學生」，但
是眾人就是因為太認識耶穌，了解他的身世背景，
以前就是你爸爸做什麼，你就做什麼，所以當然，
眾人認為耶穌應該要是木匠，所以更知道他不可能
由木匠的兒子轉變為一位帶領學生的老師。但耶穌
的反應卻是不被他們打倒，他不理會眾人的打擊，
持續在家鄉各處按手在願意接納他的病人身上，並
且治好他們。最令耶穌認為驚訝的是，當耶穌施行
神蹟醫病趕鬼時，眾人看見卻還是不信，可見當時
的人心有多頑固悖逆。 

就在幾天後，正當雅各跟約翰已經快回到了他
們出發的營地時，他們看見有一小群人聚集在那
邊，他們猜想是其他的門徒也回來了，所以他們很
興奮，加快速度往前跑去，正如他們所想，已經回
來的門徒正圍繞著耶穌，大家都在搶著要跟耶穌分
享他們第一次傳福音的經歷，而耶穌可能只是微笑
地看著他們，跟他們說：「好，一個一個來。」好
像國小一年級的新生，上學第一天回來，搶著跟爸
媽講他們上課的情形，當然，門徒傳福音當中也有
喜怒哀樂，可能有人第一次敲門就成功了、有人連
敲了六個門才成功，但是我們從後面的經節可以看
見，這次門徒的出擊是大有功效的，因為有許多人
跟著他們一同回來，至少 5000 個男子。兄弟姊妹，
回想一下，你來教會已經多久了？半年？一年？10
年？50 年？或是更久!!有沒有可能，我們來嘗試跨
出第一步，我們嘗試信靠上帝多一點，而看自己的
力量少一點，讓上帝使用我們成為傳福音的工具。 

還記得一開始我問大家什麼問題嗎？是什麼
東西，成為你跟我傳福音的阻礙跟懼怕？信心不夠
常常成為基督徒不敢傳福音的阻礙，我們想想覺得
自己不夠格，才剛進來教會，對聖經又不熟怎麼傳
福音，等等被別人問倒了怎麼辦？或者跟我以前一
樣，很害怕被拒絕，很害怕世人的眼光，但是透過
聖經，還有門徒親身傳福音的經歷，告訴我們很重
要的事，就是耶穌已將祂的權柄賜給我們，好叫我
們帶有聖靈的能力可以去為祂宣揚福音，上帝是賜
人信心的神，上帝不會不幫助我們，就把我們丟上
戰場打仗的，我們要學習憑著信心、倚靠聖靈，也
要在教會受各式的裝備，好叫我們隨時能為主所
用。 

最後，從門徒的行動，我們看見在後頭有5千
人跟隨他們，想要聽耶穌講道，弟兄姊妹們，12個
人可以吸引5千人，一個人平均吸引416人，這不得
了耶，你看看我們這邊有多少人，你想要大直教會
坐滿人嗎？我已經看見大直教會的增長，也看見教
會憑著信心買下隔壁的樓層，但是我們不因此為滿
足，因為大直教會的復興才正要開始，徒16:5：「於
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數天天加增」，我告訴
你們，這景象不是初代教會才有耶!!每間教會都有
可能這樣，只要我們憑著信心去傳福音就。一開始
我說，一個人只有一張進天堂的票，這是沒錯的，
但是我們誰也不想看到上帝質疑我們為什麼口袋
還有這麼多票，鼓勵你從今天開始跟你身旁最好的
親友、朋友傳福音，試著開始在Facebook上宣講你
有多愛耶穌，一點一點的讓世界知道，我們的主耶
穌有多好，所以，起來，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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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直教會 

兒 童 主 日 學 週 報       2011.10.30

 
一、聖工分擔 

校  長：美端 
詩歌教唱：佩玲 
短  講：仰明  
司    琴：麗惠 
分班老師：曉君、怡欣、靜文、旻君
司    庫：麗觀、珠碧 
總    務：人豪、郁華 
教  務：萃鈴、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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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恩、蔡時富、陳品卉 

黃亦悅、羅仕偉、劉彥良 

吳傑生、蔡時裕、朱依禾 

中小級：鄭子珣、周誠恩、陳穎安 

陳祈欣、巫浩瑜、吳匯瑜 

施沐典、陳文薪、賴冠廷 

周琦恩、陳冠宜 

初小級：黃以諾、吳家翰、陳祐安 

施沐慈、賴冠成、蔡昕霖 

幼稚級：鄭雅云、洪崧祐、簡劭恩 

張承天、董曜瑋、吳東愷 

吳傑立、黃子倢、賴喜樂 

楊可晴、李映元、戴欐懿 

黃新妮 

三、課程內容 
1.經文： 

本週：參孫的抉擇（士師記十四～十六章） 

下週：自以為是的米迦（士師記十七～十八章）

2.金句：「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靈的，

乃是生命、平安。」       

(羅馬書八：6)

 

四、消息報告 
(一)本週司獻人員：陳祈欣 

下週司獻人員：巫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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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獎學金開始申請至 11/6 日截止，符合申請

者(成績全優，前兩季出席超過 60％)，請填寫

申請表格並附上成績單繳給慧菁幹事。  
 
 
 
五、前週聚會-  

出席人數－ 

高 小－9 人      手工藝班－5 人 
中 小－8 人      心 算 班－7 人 
初 小－5 人     街 舞 班－6 人 
幼稚級－4 人 
合 計：26 人  
奉    獻—3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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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肢體關懷代禱 

1.為生病、年老行動不便者： 
郭萬貴、葉沐松、林寶祥、鄭春子 
陳怡君、張若欣、廖富美、楊翠芬 
楊玉琴、張黃秀紅、李詹桃邱得一 
賴阿勉、李 薇、陳許素貞、賴平安 
戴瑞南、凌莉珍、莊雅瑄、張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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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俊如-劉宜雲的阿嬤（恆安安養中心） 
鍾杜昭鶯-鍾靈的阿嬤（高雄邱綜合醫院） 
凌莉珍-吳楷銘之妻（榮總醫院） 
鄭蔡美麗-鄭人豪之母（亞東醫院） 

3.為當兵者： 
  黃彥霖 

4.為懷孕待產者： 
盧文萱、賴曉珊、董雅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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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出國工作者： 
賴哲明、黃翠鑾、張輝明－顧杉家 
 

二、為國家政局安定經濟發展代禱 

三、為 2012 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代禱 

四、為教會推動雙翼養育系統佈道課程代禱 

五、為教會小組牧養關懷與裝備代禱 

六、請為第 18 任長執改選代禱 

 

主日學靈修短篇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我們常常做錯事，如撒謊、嫉妒、仇恨、
欺騙、偷盜等，特別是那些沒人看見的事，
就不以為然，甚至以為佔了便宜。其實，連
非基督徒在暗中做事時，都會常說：這事只
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每個人做的每
件事都瞞不過天父。但是，若我們基督徒犯
了錯，神的聖靈便多了一份擔憂。神是那麼
愛我們，不希望我們已經向祂悔改的人再做
一些與祂聖潔本性不符的事。但，祂也理解
我們在這世上仍然有很多屬世的習慣和毛
病，也不是一下子就能全改掉，所以祂不是
生氣地放棄我們，而是擔憂。於是，祂就會
在我們身上做兩種工作，一是聖靈的催逼，
催我們做該做的事。二是聖靈的禁止，禁我
們做不該做的事。擔憂含有難過的心情，慈
愛的神為拯救我們已死在十字架上，復活後
仍然用心良苦地掛念我們，我們真不該讓祂
常常失望。我們應當每天來到祂面前，用祂
聖經中的旨意來提醒自己、反省自己，哪些
是祂催逼的事，哪些又是祂禁止的事，從而
不斷矯正自己的心懷意念和言談舉止，以便
在真道上追求長進。 
本週童來研經： 

◎初小級主題：「體貼聖靈，有平安」 
◎中小級主題：「力大無窮的參孫」 
◎高小級主題：「戰勝心中吼獅」 

少年團契  

一、下週聚會預告 
 
 
 
 
 
 

二、上週出席：22 人 

成人主日學 
班別 時間 地點 主理 出席
查經班 610:00~10:50 教育三館 301 陳敬勳 6

信仰生活班 11:00~12:00 教育三館 302 張逸平 7
白話字班 11:00~12:20 教育三館 301 李南衡、賴輝雄 9
認識聖經班 13:30~15:00 教育三館 302 林道光、陳冠宇、張文賢 12

合 計 34

11/6 體驗青
春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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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代家庭得醫治禱告 
 

每一個家族都有他們的故事，每一個家庭都需要主的拯救，

上一代因不認識真神，往往因罪而造成很多大小不同的傷害，產

生種種問題，影響直到我們這一代。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救。（太廿六 28） 
『主啊!感謝你用寶血潔淨我，赦免我的罪，拯救了我。現在，

我祈求你赦免塗抹我們的罪並斷開我歷代祖先所患的罪而加在我

們生命中家族性罪的捆綁，使我們徹底脫離罪的權勢。願我們世

世代代以你做我們的居所，我們的後裔都要與你的救恩有分直到

千代萬代。                  

現在，我將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置放在我自己和每一代家族當

中，並且破除在我身上所有壓制生命的權勢。 
主啊!求你讓我歷代家庭的傷害從我們這一代停止並使我們的

身心靈得著完全的醫治，你的寶血破除一切咒詛，主耶穌!謝謝你!
你賜喜樂油代替悲哀，賜讚美衣代替憂傷的靈，謝謝你以拯救為

衣，給我穿上。以公義袍給披上，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謝謝你，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