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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焦點消息 
 

1. 10/23 舉行全教會野外禮拜

（P.7） 

 

2. 10/30 召開會員和會改選第

23 任長執（P.7） 

 

3. 10/30 舉行「新生命陪讀課

程」訓練（P.7） 

 

4. 信徒獎學金申請至十一月初

截止（P.7） 

 

5. 請訂閱十一月份「豐盛人生」

靈修月刊（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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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30 
  

主日慶典禮拜 
分享：林慶台牧師   主持人：鄭以琳執事   司琴：張展銘弟兄 

 

破    冰 ............  ............................... 主持人+會眾 

△敬拜讚美 ................ ①一切歌頌讚美 .............. 敬拜團+會眾 

②耶穌祢疼我 

祈    禱 ...................  ......................... 林憲懋牧師 

讚    美 ............... ①主，我們感謝祢 ................. 聖歌隊 

②Praise His Holy Name 

迎  新 .............  ............................... 林憲懋牧師 

 奉    獻 ...............  ................................. 會  眾 

奉獻詩(華語)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甘心樂意奉主用，我要永遠愛主靠主， 

日日常與主同行，所有全奉獻，所有全奉獻， 

所有一切獻與恩主，所有全奉獻 

分    享 ................ 「責任與使命」 .............. 林慶台牧師 

△回 應 詩 ................. <<祢真偉大>> ................... 會  眾 

△祝福禱告 ............................................. 林慶台牧師 

報    告 ...........  ..................................... 主持人  
聖工分配 講 道 司 會 司 琴 讚 美 司 獻 招 待 接 待 插 花 

本 週 林慶台 鄭以琳 張展銘
曹瀚元 
聖歌隊 

黃翠鑾、張文賢
李青峰、林嘉郁

各關懷小組 
宜蘭礁溪 
野外禮拜 

下 週 
林憲懋 
姚復鈞 

張文賢
蔡錚惠

盧易之
張展銘

聖歌隊 
黎小慈 

張裔珮、林嘉郁
劉秀娟、李青岳

豐收小組 
高 足 
玉 華 

林憲懋 
姚復鈞 

 

敬拜讚美 

一切歌頌讚美  
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頌與讚美 

我們高聲呼喊，高舉耶穌之名，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讚美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2) 

 
耶穌祢疼我  

風從哪裡來，心情誰人知，耶穌祢疼我，這事我知影 
雨何時會落，誰人倘倚靠，耶穌祢疼我，我一生近倚 

我若孤單無伴，祢的話充滿，我若無路可行，祢做我牧者 
我愛親近祢，照祢的旨意，耶穌祢疼我，互祢來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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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提摩太後書二:9~26 

台語版 

9 我為著此個受苦，甚至受縳，親像行歹的人一樣。總是上帝的道理無受縳。10 所
以我因為受揀的人來吞愞一切的事，互洇也有份佇基督耶穌的拯救及永世代的榮
光。11 有一句通信的話就是講：咱若及伊同死，也欲及伊同活；12 咱若吞愞，
也欲及伊相及做王；咱若呣認伊，伊也欲呣認咱；13 咱若失信，伊猶原是信實，
因為伊勿會背家己。14 你著將諸個代誌互人記得，也佇主的面前吩咐洇：呣通因
為言語來相諍；這是無利益，閣會敗壞聽的人。15 你著致意互上帝看你做可取的，
做免見誚的做工人，照正意來開拆真理的道。著閃避粗俗的虛詞。16 因為洇欲愈
致到不虔。17 洇的話欲生湠，親像瘡毒；其中有許米乃及腓理徒，18 論到真理
洇已經差謬，講復活的事已經過身，就敗壞幾若人的信。19 總是上帝堅固的地基
徛在；有蓋印講：「主識伊家己的人」；閣講：「凡若稱呼主的名的著離開不義。」
20 今佇大厝內，伊的器具呣若有金的銀的，也有柴的土的；有的做貴器的路用，
有的做下賤的路用。21 所以人若清氣家己，脫離諸個，就欲做貴器的器具，成聖，
合佇主人的路用，便便通做逐項好的事。22 著閃避少年人的私慾，來及許個出佇
清氣心求叫主的人相及追趇義、信、仁愛、和平。23 若是愚戇無學問的辯論，你
著離開洇，因為知對諸個會生出冤家。24 獨獨主的奴僕呣通冤家，著溫柔來款待
眾人，敖教示，忍受侮慢，25 用溫柔警戒許個逆理的人；豈採上帝互洇反悔，通
來識真理，26 也家己醒悟，來脫離魔鬼的活罩，因為互主的奴僕活活掠著，來成
上帝的旨意。 
華語版 

9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 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10 
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榮
耀。 11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12 我們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 13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
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14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
們：不可為言語爭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見的人。 15 你當竭力在 神
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6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
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17 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爛越大；其
中有許米乃和腓理徒， 18 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
信心。 19 然而， 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
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 20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
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 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
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22 你要逃避少年 
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23 惟有那愚拙無
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 24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
競，只要溫溫和和地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25 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
或者 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26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
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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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隊獻詩歌詞 
主，我們感謝祢 

主啊，今阮來聚集佇此所在敬拜 
主啊，阮心大感激因為祢大仁愛 
主啊，今阮相與聚集同心齊聲唱歌 

(哈利路亞 同心齊聲唱歌) 
讚美唱歌出大聲救主恩典廣闊 
阮吟哈利路亞，主阮感謝祢 
哈利路亞，主阮感謝祢 

主啊，阮今來聚集欲榮耀祢聖名 
喔!主啊，阮今欲對祢獻祭讚美感謝 

主啊阮心存感謝因祢所做奇妙 
祢聖手愛疼賞賜一切完全美妙 
阮吟哈利路亞 主阮感謝祢 
哈利路亞 主阮感謝祢 

今阮感謝上帝 用心用手用心用手且用聲 
因主奇妙所做 全地歡喜出大聲 
阮吟哈利路亞 主阮感謝祢 
哈利路亞 主阮感謝祢 
阮感謝祢 今阮感謝祢 

 
Praise His Holy Name 

Sing till the power of the Lord come down. 
Shout Hallelujah! Praise His Holy nam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Jesus, Jesus, how I love Thee! Shout Hallelujah! 
Praise His Holy name! Holy Jesus, Praise His Name, 

Oh! Hallelujah! Praise His Holy name. (*6) 
Praise His name. Praise His Holy name. 

Praise His name. 
Oh, oh, Praise His Holy name! Praise Him! 

回應詩 
祢真偉大 

1.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當我想到，神竟願差他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向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你真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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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責任與使命 
    

經文：提摩太後書二：9~26 

簡介： 

    林慶台牧師是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中演活中年「莫那魯道」

的角色，目前在烏來福山長老教會擔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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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週  聚  會 

名   稱 出席 獻金 
台 語 禮 拜 162 8185 

華 語 禮 拜 105 4274 

青 年 禮 拜 36 1235 

主 日 學 25 暫停 
 

禱 告 會 出席 前 週 聚 會 出席 

週日 10/16 6 多 加 小 組 8 

週一 10/17 7 溫 馨 小 組 7 

週二 10/18 6 恩 寵 小 組 16 

週三 10/19 4 恩 惠 小 組 7 

週三晚禱會 33 以斯帖小組 11 

週四 10/20 7 豐 盛 小 組 5 

週五 10/21 6 豐 沛 小 組 8 

合  計 69 豐 收 小 組 9 

  天 天 小 組 10 

  迦 南 小 組 4 

  喜 樂 小 組 8 

  美樂地小組 暫停 

敬 拜 團 9 家家樂小組 2 

松契 /豐盛人生 11/7 親 子 小 組 大 10 小 14 

聖 歌 隊 16 合   計 119 
 

 
 
 

「咱若失信，伊猶原是信實，因為伊勿會

背家己。」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

不能背乎自己。」 

(提摩太後書第 2章第 13 節) 

 

「If we are faithless, he will remain faithful, 

for he cannot disown himself.」 

（2 Timothy 2：13） 

週間聚會 
主日(23 日)禱告會【清早 7時 30 分】 

※野外禮拜暫停一次 
清晨禱告會【清早 6時半】 
主理：林憲懋牧師(一)、劉秀娟執事(二) 
      曾玉華長老(三)、涂桂昭長老(四) 
      吳昭誼牧師(五) 
※週三晚禱會【晚上 8時】 
週二(25 日 )松年團契【早上 10 時】 

主題：經絡伸展 
  主理：林鴻達老師 

週六(29 日)聖歌隊【早上 9時】 
 主理：杜美惠姊妹 

週六(29 日)敬拜團【下午 1點半】 
週六(29 日)青年崇拜【下午 4時】 
主日(30 日)禱告會【清早 7時 30 分】 

 主理：蔡錚惠執事 
 

GLN 小組聚會 
 

週日親子小組【下午 1時】 
聚會日期：11/6&11/20(宣教中心幼兒室) 
週日(23 日)美樂地小組【下午 1時 30 分】 

※野外禮拜 
週一(24 日)溫馨小組【晚上 7時 30 分】 

地點：教育一館 
週二(25 日)喜樂小組【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秀惠家（電話：2799-2007） 
週二(25 日)豐盛小組【下午 2時】 
    地點：宣教中心 
週二(25 日)豐沛小組【下午 2時】 
    地點：宣教中心 
週二(25 日)豐收小組【下午 2時】 
    地點：宣教中心 
週二(25 日)以斯帖小組【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四(27 日)恩寵小組【晚上 7時 45 分】 

地點：宣教中心 
週四(27 日)恩惠小組【晚上 8時】 
    地點：教育一館 
週四(27 日)家家樂小組【晚上 7時 50 分】 

地點：安德翠雯家（電話：0919288123）
週五(28 日)多加小組【上午 9時 45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五(28 日)天天小組【晚上 7 時 50 分】 

地點：教育一館 
週六(29 日)迦南小組【晚上 7時】 

地點：副堂 

本週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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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10/23 舉行全教會野外禮拜 
本會今日舉辦全教會野外禮拜，多謝林

慶台牧師前來見證分享，願上帝祝福林

牧師的服事。今日前往宜蘭礁溪長榮鳳

凰酒店、大塭觀光休閒養殖區及金車養

殖研發中心，報名人數共 443 位，搭乘

十輛遊覽車，詳細行程請參閱週報封底，

請弟兄姊妹彼此認識、互相交誼。 

 2. 10/30 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選第 23 任
長執 
第 342 次小會公告：(1)本會訂於 10 月

30 日 (下主日 )召開會員和會，改選第

23 任長執，將選出一位長老及四位執事，

當天分為二場禮拜，台語禮拜在主堂，

由林憲懋牧師講道、華語禮拜在副堂，

由姚復鈞傳道講道於上午 9：20 同時開

始，禮拜後隨即開始舉行臨時會員和會  

。 (2)本週起公告籍在人在和籍在人不

在會員名單於公佈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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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選舉共提名四位執事

候選人 (按姓氏筆劃順序 )：周南希、陳

盈秀、劉大可、潘崑泉，請為長執順利

改選代禱。  

3. 10/30 成人主日學「認識聖經課程」 

日期： 10 月 30 日（週日）  

     下午 1： 30∼ 3： 00 

課本：認識何西阿書  

內容：第十一章 1 節∼十二章 6 節  

地點：教育三館 302 教室  

   主理：陳冠宇長老  

 4. 10/30 舉行「新生命陪讀課程」訓練 
10 月 30 日（週日）下午 1：30~4：30，

舉行「新生命陪讀課程」訓練（共 3hr），

講員：復鈞傳道，地點主堂。歡迎願意

以生命陪伴生命的弟兄姊妹參加。內容  

：陪讀概念與預備、課程說明、示範演

練。參加者請向慧菁報名，並且請自備

「新生命陪讀本」（若無請向幹事登記

購買 100 元  /本）。  

 5. 信徒獎學金申請至十一月初截止 
本會信徒獎學金開始申請，至 11 月 6

日截止，訂於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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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歡迎加入本會陪餐會員 

歡迎在本會經常聚會超過半年以上的

會友，加入本會成為正式的陪餐會員，

共有兩種方式：  

(1)將陪餐會員籍轉入本會，如果你已

經接受成人洗禮或堅信禮（不論長老教

會或其他教派），可以填寫「轉籍申請

單」，交給林牧師或慧菁幹事。  

(2)接受成人洗禮或堅信禮加入本教會

今年度第二次洗禮日期訂於 12 月 4 日

舉行，請填寫「洗禮申請書」並參加五

次學道班課程，第五次課程訂於 10 月

29 日（週六）晚上 7：30 在副堂上課。  

 7. 請訂閱十一月份「豐盛人生」靈修月刊 
十一月份的「豐盛人生」靈修月刊每本

80 元，另外十月份的豐盛人生還剩 13

本，歡迎兄姊購買贈送慕道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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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友名單 

105-130 許峯榮 男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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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 10/30 和平教會舉行李俊佑傳道師封

牧暨就任開拓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台北和平教會於 10 月 30 日(週日)下午

3：00 舉行李俊佑傳道師封牧暨就任開

拓牧師派駐南園教會授職感恩禮拜。 
 

肢體消息 

1. 11/5 故邱善雄牧師追思告別禮拜 
故邱善雄牧師於 10 月 8 日安息主懷，

享年 81 歲，訂於 11 月 5 日(週六)上午

10：00在雙連教會舉行追思告別禮拜，

隨後安葬於金山基督教平安園，請為遺

族代禱。 

2. 11/19 孫晟安弟兄與趙子慧姊妹舉行結
婚典禮 
孫晟安弟兄 (孫明宗長老之長子 )與
趙子慧姊妹訂於 11 月 19 日(週六)
下午 2：00 在本會禮拜堂舉行結婚典

禮，晚上 6：00 在晶宴會館(民生館)B2
圓環劇場舉行喜宴，為方便統計喜宴

人數，欲參加喜宴者請於 10 月 30 日

前至公佈欄登記。 
 

裝備訓練消息      

 

1. 10/24 冠冕財經講座 
日期：10 月 24 日（週一） 

       晚上 7：30~9：30 
地點：CBMC 基督徒工商人員協會 
      (松江路 22 號 7 樓) 
主題：全球經濟前景，危機及因應之道 
講員：溫英幹教授 
報名：www.crown.org.tw 

※免費參加，自由奉獻 

2. 10/30 滑世代蜘蛛人興起研討會 
日期：10 月 30 日（週日） 

       下午 3：00~5：00 
地點：大直衛理堂 
      (北安路 608 巷 4 弄 6-5 號 B1) 

主題：親子聯手，共駕網路 
講員：黃葳威博士 
主辦：大直衛理堂 
報名：2533-4843 洽王牧師 

※免費參加，歡迎兄姊自由報名前往 

3. 11/5 星中婦女事工部聯誼會 
日期：11 月 5 日（週六）上午 9：00 
地點：安樂教會（基隆市西定路 130 號） 
講師：林信明牧師 
講題：透過子祈禱 

※歡迎姐姊自由參加 

4. 11/7∼8 台灣加爾文神學研討會 
日期：11 月 7∼8 日（週一∼二） 
地點：台灣神學院 
      (仰德大道二段 2 巷 20 號) 
主題：加爾文研究與宗教改革 500 週年 
費用：每人 500 元 
報名：www.taitheo.org.tw 

※欲參加者請於 10 月 30 日前網路報名 

5. 11/17∼18「上帝，藝術，信仰」
神學講座 
日期：11 月 17~18 日（週四~五） 

       晚上 7：00~9：30 
地點：濟南教會 
      (中山南路 3 號) 
主題：11/17 與藝術家上帝一同觀看和 
      聆聽 
      11/18 信仰與藝術之美藍色奇蹟 
講員：11/17 馬約翰老師 
      11/18 優席夫大師 
主辦：台灣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報名：2396-4789*306 

※免費參加，歡迎兄姊自由報名前往 

6. 11/29∼12/1「展開你的命定」ID
特會 
日期：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週二~四） 
      上午 10：00~晚上 6：00 
地點：台北靈糧山莊 
      (萬美街二段 84 號) 
費用：11/22 前每人 2,400 元 
      現場報名每人 2,800 元 
講員：Brad Stahl 牧師 
主辦：國度豐收協會 
報名：www.asiaforjesus.net 

※欲參加者請上網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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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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壽星名單 

祝福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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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壽選 (01)、周郁伶 (02)、葉 庚 (03) 

陳祈真 (03)、吳麗華 (03)、林家敏 (03) 

羅瓊惠 (03)、黃 鶯 (04)、陳沐昭 (05) 

陳欣儀 (06)、林合毅 (07)、胡玉婷 (07) 

賴慧菁 (08)、李怡穎 (09)、陳純如 (09) 

楊麗觀 (09)、林千鶴 (10)、鄭以琳 (10) 

蔡淑惠 (10)、潘蔡玉鳳 (13)、蔡美端 (14) 

林賴惠美 (15)、周宜旋 (15)、潘順陽 (15)

蔡鐘瑞美 (16)、吳賢春 (16)、李容榕 (16) 

丁雅惠 (17)、黃如玉 (18)、林怡欣 (19) 

陳鈺婷 (19)、林恩俊 (20)、高士捷 (20) 

黃雯琳  (21)、高沛雲 (21)、姚素靜 (22) 

張穎潔  (23)、游銘慧 (24)、隋保慧  (26) 

余文藝  (27)、吳柏賢  (27)、陳淑媛 (27) 

鄭美芬  (29)、王馨彗  (29)、楊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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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告知幹事補登 
 
 
 

社區消息 
 

 
 

◎ 松大本週內容 

  

時間

日期 
第一節 

9：00∼9：50
第二節 

10：00∼11：00 
第三節 

11：10∼12：00 

10/26
（三）

I PAD/陶笛/影片 
分組課程 

經絡伸展 
林鴻達老師 

10/28
（五）

信仰生活/應用英文 
蔡幸昇牧師 

喜樂來唱歌 
胡文容老師 



                   大直週報 10 / 23 / 2016                        11 

 

 
     

青年牧區週報           
 

 

 

  

實地認識主（1） 
張品葳 

    關於我是如何來到大直教會的呢？在認識神以前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信仰，甚至也

懷疑這世上是否真的有神鬼的存在。家裡則是一般民間信仰，祭拜祖先、初一十五

拜拜等……在我十三歲時有個好朋友邀請我去參加教會一段時間，最後也不了了之，

也許是年紀還小吧！但基督教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總散發著一種善良、平靜

的特質，這特質也一直吸引著我。 
    而讓我真正地踏進教會是因為我姊姊、姐夫，姐夫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姊姊是

在認識姐夫之後才決志信主，我看到我姊在信主之後的幾年來不論是個性、脾氣、

思想以及價值觀都大大地改變，我非常好奇是什麼力量讓他改變這麼多，所以在今

年我回去花蓮找媽媽過年和他們聊天之後姐夫便介紹我來到這裡。在剛來到教會時

我狀況很不好，家裡的人和我有一些摩擦還有那時候我剛失戀，加上我的睡眠品質

也很差、怕黑不敢關燈、已經連續做噩夢將近一年，而且我是個很自我壓抑的人，

我不願讓別人發現脆弱的樣子，以至於我很無助不知道向誰訴苦。但在不久後我的

狀況已全然好轉，那是股很神奇的力量將我往上拉、讓我好轉。所以我覺得神很恩

待我！他在短短的時間裡給我極大的幫助；讓我在認識他的過程經歷到太多感動；

讓我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決定進入小組認識大家、加入敬拜團事奉、站在這裡做見

證：甚至是讓我在十二月時決定受洗……這些都是在我剛進來時預料不到的。 
    其實我從小到大對生命有著許多疑問，我為什麼會是我？我來到這世上有什麼

意義？死亡是什麼感覺？人們死後就真的結束了嗎？我這一生難道就為了追求功名

利祿這種表層的事情嗎？我也一直在尋找所謂的真理，而真理是什麼？從前沒有人

可以回答我。但很神奇的這些疑問在我走進教會認識神以後慢慢地解開，我漸漸明

白我存在的意義、人生的方向、我也知道了人類的死亡不代表結束，是永恆的開始。

（未完待續，作者為文化大四，來教會約半年） 
 
輔導回應 
    品葳是一個很願意的孩子，打從陪讀得開始，我發現她內心深處，一直有個需要，正符

合了傳道書所說的：「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上

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位置」是屬於上帝自己會

填滿的，你發現了嗎？ 

 

聚會預告：每週六下午四點～六點，青年崇拜與小組聚會（附簡單餐點） 
日期 講員 敬拜團 報告 點獻 備註 
10/29 昭誼牧師 輔導/☆ 大可 大可 12:00 大核心同工會 

 

歡迎加入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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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個人在信仰上能長大成熟，是基

督教教育的終極目標；也是上帝

對教會、對每個人的心意。藉由

今天教會教育事工主日，提醒我們每個人

從小到大，年輕到年長都要受裝備，受造

就，在真理上紮根，以致在靈命上長大成

熟。 

  一個人受洗後，立志成為門徒，傳主

福音時，接下來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受造就 

，受栽培。受栽培比受洗的時間要來得長。

若無受造就，那怎知如何做門徒、做成熟

的基督徒來傳福音呢？看見弟兄姊妹，無

論信主多久的，有許多像種子撒在路旁、

石頭上、荊棘的，信主後若沒有繼續受造

就，就會夭折、失落、消瘦、沒動力，反

被誘惑失去信仰，這都很可惜，也深深知

道這真是教會的損失及責任。 

二、信仰教育的良性循環 

福音要在一個人身上產生果效，需要

幾個要素：帖前一5說：「因為我們的福音

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

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我們看到福

音的果效是：1.言語2.聖靈3.信心。同樣地，

信仰教育要深扎在人的心中產生果效，也

需要幾個要素：1.受教的心。2.聖靈是導

師。3.彼此成全。在今天的經文中談到五

重職事，上帝所賜的職份中，使徒是幫忙

到處去建立教會的，先知是傳達上帝旨意

的，傳福音的是要將福音從近傳到遠處的

人，牧師及教師是牧養及作教導的人。這

五重職事在當時教會剛建立之初，彼此做

了很好的配搭，因為每個人恩賜被使用，

服事了那世代的信徒，造就每個人從吃奶

的嬰孩成為成熟的基督徒，教會也更多被

建立起來了。 

我們的教會要被建立起來，我們也要

需要造就更多成熟的基督徒。你知道目前

我們教會現有的裝備系統有哪些嗎？目

前教會的開班授課，藉由這些弟兄姊妹的

恩賜，也幫助我們在信仰教育上更長大成

熟。 

我們受栽培造就後，共同的目標是要

成為成熟的基督徒，然後透過不同恩賜的

配搭及發揮，成全聖徒，建立基督的教會。

從保羅這段經文中，一個成熟的基督徒要

具備六個條件：1.認識接納自己 2.各盡其

職 3.面對解決問題 4.用愛心說實話 5.與人

配搭合作 6.能正確判斷，分辨善惡。 

從這些條件中，我們看出這是一生要

學習的功課。上帝把這樣的責任託付給教

會，相信上帝會與我們同工，祂要親自藉

著祂的話栽培我們。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領

受神的話，並且接受裝備訓練及造就。 

我們不僅要做長大成熟的基督徒，還

要看到每個人的生命在基督裡被成全，怎

樣被成全呢： 

1.要看見信徒在真道上同歸於一。也就是

知行合一，也就是聽道後要完全行道出來 

，要做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聽道與行 

一 

經文： 

以弗所書四：11∼16； 

提摩太後書二：2  

講道：吳昭誼牧師 

日期：2016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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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件事要重複不斷地去做，直到上帝的

話影響、改變我們的生命為止。 

2.要做到眾人都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為止 

：耶穌十二歲上聖殿後，智慧身量和上帝

跟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這是上帝給

耶穌很大的祝福。看看今日我們教會中的

孩子，我們也真希望他們在教會中的學習 

、在我們的服事中能越來越像耶穌。但我

們不能只期待他們像耶穌，我們在座每個

人也要繼續像耶穌，身心靈勇健，不再是

吃奶的孩子，容易受到誘惑或影響。 

要做到這樣，我們有些觀念就必須改

變。例如：不把兒主老師當成是顧小孩的，

兒主老師是信仰的導師。當孩子在教會中

發生問題時，兒主老師及家長雙方要更多

禱告，尋求方法，幫助孩子來到教會中，

在短短有限的兩個小時裡，能有所學習。

顧小孩只能滿足安全上及生理上的需要，

但兒主老師希望滿足的是讓孩子更認識

上帝、愛上帝。如果老師被當成是顧小孩

的，他的職分被看輕，父母來教會就趕快

丟給主日學，對他在主日學的學習及表現

都無所謂，那麼老師的服事就無法帶出果

效，他們教導的恩賜無法被成全，就無法

在服事上各盡其職了。當兒主老師的職分

被成全時，不僅小孩得到益處，老師本身

也受到祝福。 

    所以，成全是什麼意思，是指能讓

一個人明白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及計畫，

然後他的恩賜能行出來，完成上帝交託給

他來到世上的使命。 

    最後，當我們受栽培訓練後，我們

要再交託給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

二 2 說「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

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也就是帶門徒。這是一間健康的教會勢必

要做的事。 

    我們看到初代教會巴拿巴帶著保羅

去傳道，兩人又帶著名叫馬可的約翰，後

來保羅也帶著提摩太。我們都要繼續建造

我們的教會，那麼，在教會中誰是你的巴

拿巴？誰是你的保羅？你的提摩太又在

哪裡？保羅扶植提摩太，他交給提摩太，

提摩太還繼續教給別人。如此一代一代傳

下去，信仰才不會隨風倒，我們在建造教

會的過程中，也會更在上帝的愛中彼此建

立。 

    所以不要想著退休，因為當基督徒是

沒有退休的。在一個生命影響生命健康的

循環中，是沒有退休的。老班底要帶出新

的大軍：1.經驗傳承、交換意見 2.熟悉彼

此的做事方法及節奏 3.恩賜互相配搭 4.

老中青三代就是一個團契。 

三、結語 

當基督的教會被建立起來，接下來驅

使我們繼續向前的就是愛。為何你願意委

身在你目前所服事的事工上？因為愛。你

的內心有一個聲音驅使你向前，林後五14

說到是基督的愛催逼著我們。基督的愛催

逼我們願意委身在一個地方繼續服事，不

看人，不看困難；基督的愛讓我們知道能

或不能做某種事；基督的愛會將我們推出

舒適圈，也會像母雞帶小雞一樣將我們聚

集。一間教會的建造不能少了你，也不能

少了我。當我們有渴慕的心在真理上不斷

長大成熟，又願意繼續餵養下一個提摩太，

百節各按各職，讓基督的身體漸漸增長，

我們每個人在基督的愛裡就彼此成全

了。 
 

 

 

 
 



14                            大直週報 10 / 23 / 201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直教會 

兒 童 主 日 學 週 報        
 

一、聖工服事 
校  長：昭誼      副校長：雅音 
行  政：秀鳳   
分  班：高－雅音、子慧、瀚元 
     中－玉婷、青峰 
     初－素靜、翠雯 

幼－貞臻、本青、淑媛 
合   班：吳牧      下週：林慶台 
司    琴：承允、盈秀 
詩   歌：瀚元 
關  懷：雪英 財務：素玲 
總  務：人豪 
小 助 教：承允、依禾、亦悅、以諾、時裕

時富 
司  獻：野外禮拜   下週：高小班 
歡樂時光：野外禮拜   下週：小高 
 

 

二、關懷網 
高小班：洪崧祐、陳祐安、賴冠成、易加恩、王心瑩

郭岳奇、林冠銘 

中小班：楊可晴、呂尚哲、鄭雅云、張承天、董曜瑋

陳詠恩、林嘉允、潘沐妍、蕭丞鈞、何翔恩

陳宣佑、呂芮瑀、劉珍寧 

初小班：賴平安、徐奕騰、歐陽加樂、莊茜羽 

賴瀚芸、呂姵岑、賴喜樂、徐子鎰、楊可彤

李俐慧、呂晨毓、葉芸希、黃新妮、潘瑞妍

呂翊丞、潘恬旭、蕭婉婷、郭南宏 

幼小班：賴瀚榆、鄭子愛、歐陽美樂、莊杰璁 

李迦得、張箴愛、張芊愛、陳芷瑜、何翔熙 

劉珍羽 

 

三、聚會時間 
09：00-09：15 禱告會 

     09：20-09：45 敬拜、奉獻 

     09：45-09：50 報告 

     09：50-10：10 合班 

     10：10-10：50 分班 
     11：00-12：20 歡樂時光 
                 第 1 週-創意捏塑 
                 第 2、3 週-影片欣賞 

第 4、5 週-桌遊 

四、課程內容 

本季主題：耶穌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1.本週主題：殺害耶穌的陰謀 

2.本週金句：「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

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

明了。」 

           「 若 是 上 帝 顯 明 伊 本 身 疼 咱 的 疼

痛，因為咱猶久做罪人的時，基督

替咱死。」  

                                (羅馬書五 8) 
 

 

五、消息報告 
（1）老師、同工 

    1.因 野 外禮拜關係 ，教師備課 改為下週

10/30，請老師預讀 6~7 課。 

    2.慶典小組邀兒主於 11/27 主日參與大野餐

活動，請老師鼓勵家長及孩子參加。 

    3.下週長執改選，兒主在宣教中心聚會。 

（2）家長 

1.請家長為兒主老師的服事及孩子們在屬

靈的成長守望禱告。 

（3）學生 

1.今日參與野外禮拜的小朋友，記得跟牧師

拿一份學習單，一起來聽「賽德克巴萊-

林慶台牧師」的見證。 

2.十月開始小朋友來兒主必須領名牌，今日

每個人也會拿到新的集點卡，舉凡參與禱

讀、大聲唱詩、參與活動、回答問題、好

榜樣，都會得到貼紙。鼓勵小朋友努力集

點，為耶穌發光，凡事做榜樣。集點卡點

數，我們將統一於 12/18 兌換，祝福每位

小朋友每主日得點多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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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0 月 23 日大直教會野外禮拜行程表 
 

地點：長榮鳳凰酒店會議廳：長榮一廳 

：大塭觀光休閒養殖區 

：金車養殖研發中心 

 

105 年 10 月 23 日 
時 間 表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7：00 集合(大直教會)早餐自理 
07：30 準時出發 

09：00~09：30 會友於礁溪長榮集合報到 
09：30~10：20 聚會敬拜 
10：30~11：50 福音見證(林慶台牧師)&拍大合照 
11：55~12：35 前往蘭楊蟳屋餐廳 
12：45~14：00 午餐&交誼 

14：00~16：10 
參觀金車鮮蝦養殖研發中心及樂活體驗活動(分 A&B
兩組) 

16：20 原車集合返回台北 
 

註 1.隨身攜帶物品：雨傘、帽子、墨鏡、輕便鞋、外套、照相機、水壺等。 
註 2.摸蛤蜊及魚籠罩魚活動，請著短褲並帶一套乾衣服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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