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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焦點消息 
 

1. 10/28 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

選第 25 屆長執（P.7） 

 

2. 11/10 親子逍遙一日遊（P.7） 

 

3. 請領取十一月「活潑的生命」

靈修月刊（P.7） 

 

4. 歡迎訂閱2019年活潑生命靈

修月刊（P.7） 

 

5. 歡迎報名 2019 年青年牧區

寒假營會（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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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00 

 

主日聯合禮拜 
講道：林憲懋牧師   司會：楊佩玲執事   司琴：盧易之弟兄 

♦ 恭候上帝的話 ♦ 
奏    樂 ............  ..................................... 司  琴 
會 前 詩 ............  ..................................... 聖歌隊 
宣    召 ................. 詩篇 147：5～7 .................. 司  會 

△聖    詩 .................... 第 66 首 ...................... 會  眾 
△信仰告白 .................... 十誡 .......................... 會  眾 
  啟    應 .................... 第 61 ......................... 會  眾 
祈    禱 ................... (接唱主禱文) ................... 司  會 

♦ 恭受上帝的話 ♦ 
聖    經 ............... 馬太福音 2：1～12 ................. 司  會 
讚    美 ........... 「我真愛聽主的故事」 .................. 聖歌隊 

講  道 ............... 「唯一的故事」 ................ 林憲懋牧師 
  祈    禱 .............................................. 林憲懋牧師 

♦ 恭答上帝的話 ♦ 
△回應聖詩 ................... 第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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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憲懋牧師 

△頌    榮 ................. 第 390 首 ........................ 會  眾 

△祝    禱 .............................................. 林憲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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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 ...........  ...................................... 聖歌隊 

△ 會眾請起立 

♦ 恭行上帝的話 ♦  
聖工分配 講 道 司 會 司 琴 讚 美 司 獻 關懷 招 待 接 待 插 花

本 週 林憲懋 楊佩玲 盧易之 聖歌隊 黃翠鑾、陳盈秀 玉招 光智、富美 溫馨小組 許玲玲

下 週 林憲懋 
盧壽安
劉大可

賴美如 
張展銘 

聖歌隊 
周南希 

楊佩玲、潘崑泉
林嘉郁、李青岳

愛玲
貴珠

美都、惠敏 
貴珠、芳蓮 

恩寵小組 
尼希米小組 

許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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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教會 2018 年度臨時會員和會會員名單 

       
時間：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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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長老二名、執事七名 (任期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 

小會議長  林憲懋 
  小會書記   陳冠宇 

A.成人(陪餐)會員 (總計 480 人)  
   1.籍在人在會員 （合計 307 人） 

丁皓東 ＊丁皓恩 ＊丁雅惠 王壽選 王淑姿 王麗華 王譽儒 李連慶 
陳素春 李青峰 余文藝 李青岳 覃意婷 李美玲 李美霞 李清溢 
李菊蘭   李范美蘭 李南衡   葉須美 ＊李怡穎   李南棠 李玉蘭 李牧揚 

＊李容榕 ＊李沛蓉 ＊李枝昌 ＊賴玉鳳 李美鳳 李碧桂 周郁伶 呂美都 
呂智惠 沈彩紅 何秀令 何元緒 陳羿蓉 何國輝 ＊林雅婷(小) 林貞吟 
謝宗文 林憲懋 吳昭誼 林承允 葉美麗 林照圭 林美雪 ＊林二幸 

＊周瑞雲 林書華 林欣儀 林士修 徐崇芸 林嘉郁 ＊林美琪 林陳金英 
＊林恩琪 林成滿 楊翠芬 ＊林育淳 ＊王海藍 林慧美 林源淇 林詹長妹 
＊林芳蘭 林志隆 周婷玉 林曉君 林欣怡 林家敏 林憲生 林麗麗 
林貴珠 林智仁 王白雲 ＊林凡永 林家民 周雅玲 ＊林孟翰 ＊林靜文 

＊周信宏 林庭瑜 金儒姍 胡玉婷 柯美伊 翁瓔瓔 翁子文 梁銘慧 
莊容慈 ＊邱得一 吳德福 戴莉容 姚光成 ＊姚素靜 ＊姚俊崧 武慧芳 

＊吳盈慧 吳桂芳 ＊吳柏賢 ＊吳柏慶 姚光智 林富美 姚復鈞 吳靜昀 
胡愫媛 朱依禾 施素娥 ＊洪敏哲 ＊徐國基 許程煌 許愛玲 邱佳音 
許隆盛 郭麗文 許淳熙 曲詠涵 郭珠碧 ＊郭泰典 郭秀媛 郭永掌 
郭麗純 ＊邱雅音 ＊邱創熙 陳冠宇 黃子恩 陳祈真 陳鋕清 陳沐昭 
陳冠仁 羅瓊惠 ＊陳世芳 陳敬勳 林怡欣 陳清泰 陳麗英 ＊陳國柱 
陳盈秀 周鉑凱   陳雪姿 周南希 陳素玲 ＊陳宥臻 陳銘輝 陳治業 
王瓊君 陳清薰 劉大可 黎小慈 陳芳蓮 陳鈺婷 陳林虹霞 陳淑媛 
陳貞蓉 ＊謝書瑀 謝書豪 陳蘊薇 陳奕傑 曹欣寶 陳錦珠 ＊曾連豐 

＊洪  良 曾韻秋 ＊謝享融 曾桂香 ＊曾玉華 黃瀅如 曾  美 呂貴村 
＊曾雅筑 曾秋慧 ＊盧映秀 黃雯琳 黃亦悅 黃  麗 黃  鶯 黃翠鑾 
黃鵠志 黃以諾 ＊黃李純貞 黃聖茂 黃賢瑛 黃怡強 ＊黃巧俐 ＊黃士晁 

＊黃許珠妹 黃貞臻 董麗珠 黃可欣 黃瑋菁 黃薇臻 黃福益 張裔珮 
杜美惠 陸大偉 張品葳 張展銘 張睿恩 張英宏 蔡雪如 ＊張鳳儀 
張文賢 張玉治 張淑容 ＊張軒瑜 楊翠惠 ＊張頂欣 蔡美端 張穎文 
高于荃 程莉喆 ＊呂美蓁 隋保春 葉蒼生 葉陳滿 ＊葉晉榮 楊武男 
楊長榮 楊雪英 楊彩微 楊佩玲 ＊鄭知念 鄭子珣 楊美香 楊麗觀 
賈瑀涵 楊如月 楊士萱 ＊廖汶釗 廖斌洲 劉宜雲 趙淑貞 趙婉芳 
高  足 高瑞僅 高銘柱 游銘慧  馮畢玉雪 鄭美芬 ＊鄭維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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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凃桂昭 ＊賴哲明 董秀惠 ＊賴江八寶 賴美惠 賴輝雄 魏清心 葉俊祺 
賴美如 賴威全 林郁慧 賴秀鳳 蔡錚惠 蔡麗惠 羅巧雲 蔡賽霞 
蔡麗如 蔡蕙嬬 ＊蔡時富 蔡漢勳 劉庭佑 劉美玉 劉秀娟 劉景雄 
許玲玲 ＊謝佩珊 劉惠敏 ＊謝喜悅 ＊林珈羽 謝如慧 孫明宗 林千俐 
孫晟安 孫晟軒 ＊盧竹昌 盧易之 盧壽安 ＊韓曉君 薛秀華 潘崑泉 
莊雅瑄 簡維宜 劉彥良 蕭明德 蕭弘道 葉雪貞 ＊羅蔡淑蓮 顧杉家 
張輝明 顧  珠 賴翠雯 易安德 ＊魏曉彤 藍本青 嚴采璘 嚴惠璘 
羅億芸 何紹聖 胡子芸      

  
（＊有此記號為不可抗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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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唯一的故事 
   

我們可以用「讀文學」、「讀詩」的方法和心境來讀聖經的故事，

能讓我們從中獲益。 

    馬太以東方博士朝拜的故事指明三件事：（1）伯利恆為彌賽亞出

生之地，（2）新生王的來臨引起當政者的仇視而險遭殺害，（3）彌

賽亞雖身為大的子孫，承襲猶太王位，但卻為普世之君王，被異邦

的代表所朝拜。 

（一）小城市出大君王（太 2：1～2） 

    猶太人盼望在大的城─伯利恆，比偉大的大更偉大的大子

孫得以誕生，他們盼望有一位上帝的受膏者來臨。這件事在耶穌出生

之後果然成就了。 

（二）愛戴與仇恨的交織（太 2：3～6） 

    希律的懼怕會給他們帶來怎樣不幸的遭遇。這句話或也為後來耶

路撒冷反對真正的「猶太人之王」這一事實埋下了伏筆（太 23：37）。 

（三）耶穌是真正的君王（太 2：7～12） 

    馬太清楚認識了耶穌的性格。在他所引用彌迦書 5：2的預言中，

加上一點柔和的描寫，以說明那掌權者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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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籍在人不在會員 （合計 173 人） 

丁瑩慈 王維志 王栩茹 王  莉 王巧茹 王偉安 卡艾琳 王泳翔 

沈安利 林賴惠美 林添丁 林倩如 林錦盛 林鄭素雲 林恩俊 林恩馨 

李清芬 李怡道 李春美 李欣芳 李元萍 及若雯 吳賢春 吳思婷 

吳美雯 吳亭億 郭虹君 柯金鳳 連郁華 許展毓 何冠毅 周幸華 

高逸樺 呂芷柔 呂沛杰 許榮仁 張育豪 張凱娜 張冬霞 姚榮輝 

姚孟伶 姚孟岑 邱慧玲 邱煥章 陳芳薇 邱雅寧 邱柏誠 盧易惟 

簡一元 賴淳淳 林筱惠 陳惠芸 陳加為 司徒愛蓮 陳瑪玲 陳綾珊 

陳怡君(大) 陳怡君(小) 陳宏銘 藍湘芸  陳菀苓 林合民 陳錦村 郭碧雲 

陳宇新 陳宇中 陳宇光 黃文均 陳雅芬 陳彥奇 陳東和 陳俊玓 

張秀雯 郭俊男 郭如卿 郭俊徹 郭清德 郭麗蘭 郭瓔滿 郭姿妤 

黃仁相 陳麗華 黃鼎鈞 簡依倫 黃立文 謝依玲 黃詠蓁 黃如玉 

黃子娟 覃懷恩 陸志揚 張士祺 張若欣 張慈嫈 張鈺旻 張蓉敏 

葉寬杰 葉晉銘 楊維凱 楊智偉 楊文馨 楊鈺曌 楊謹舟 楊怡芬 

鄭富宏 徐瑋甄 賴瑪雅 賴青鵬 蔡鐘瑞美 蔡永銘 趙琪玲 蔡淑惠 

蔡水發 劉春英 戴興一 俞佳凡 蘇士翔 曹伯羽 孫業崢 吳怡諳 

雷元暉 藍湘茹 彭路芳 齊可欣 歐陽瑜 巫貴安 唐勝子 謝文賢 

姚梅雪 魏韻珊 魏麗敏 施盈甄 朱嘉惠 藺瑋玲 劉大緯 董雅芬 

柯蓉欣 蘇宗聖 蘇  格 李  薇 林雅婷(大) 李文宗 李  安 李利晨 

王美娟 陳正洋 陳錦足 廖禹蘋 陳美秀 康慧琳 黃承漢 陳佳菁 

戴巖霽 羅涵齡 游川益 王信德 王李美華 林閨秀 俞肇琪 陳孟崙 

陳冠偉 賴子維 應朝旭 張獻樂 呂芑宏 閻立樹 高士捷 劉立竣 

蘇文玲 謝志鴻 陳佳宏 高沛雲 齊玉璽    

  

（超過一年未參加主日禮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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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週  聚  會 

名   稱 出席 獻金 
台 語 禮 拜 158 7602 

華 語 禮 拜 181 9265 

青 年 禮 拜 19 282 

主 日 學 40 暫停 

 

禱 告 會 出席 前 週 聚 會 出席 

週日 10/21 7 多 加 小 組 7 

週一 10/22 6 溫 馨 小 組 暫停 

週二 10/23 7 恩 寵 小 組 11 

週三 10/24 5 恩 惠 小 組 6 

週三晚禱會 20 以斯帖小組 21 

週四 10/25 4 豐 盛 小 組 6 

週五 10/26 3 豐 沛 小 組 4 

合  計 52 豐 收 小 組 8 

  天 天 小 組 9 

敬 拜 團 暫停 喜 樂 小 組 7 

松 契 /豐 盛 人生 15/8 美樂地小組 7 

聖 歌 隊  15 家家樂小組 4 

迦 南 小 組  尼希米小組 暫停 

親 子 小 組  合   計 90 
 

 
 
 
「猶太地伯利恆啊，佇猶太諸個頭人中
你攏呣是第一細的；因為欲有一個人
君對你出，來照顧我的百姓以色列。」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

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
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馬太福音 2：6) 
 
「But you, Bethlehem, in the land of 

Judah, are by no means least among the 
rulers of Judah; for out of you will come 
a ruler who will be the shepherd of my 
people Israel.」 

（Matthew 2：6） 

週間聚會 
主日(28 日)禱告會【清早 7時 30 分】 

主理：楊佩玲執事 
清晨禱告會【清早 6時半】 
主理：劉秀娟執事(一)、林憲懋牧師(二) 
      吳昭誼牧師(三)、凃桂昭長老(四) 
      張玉治姊妹(五) 
週二(30 日)松年團契【早上 10 時】 

主題：非洲短宣分享 
 主理：吳靜昀姊妹 

週三(31 日)晚禱會【晚上 8時】 
主題：業績-為實踐大學福音事工 

週六(03 日)聖歌隊【早上 9時】 
主理：孫晟安弟兄 

週六(03 日)敬拜團【下午 1點半】 
週六(03 日)青年崇拜【下午 4時】 
主日(04 日)禱告會【清早 7時 30 分】 

主理：劉大可執事 
 

GLN 小組聚會 
 

週日親子小組【下午 1時】 
聚會日期：10/28 (宣教中心幼兒室) 
週日(28 日)美樂地小組【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一(29 日)溫馨小組【晚上 7時 30 分】 

地點：教育一館 
週二(30 日)豐盛小組【下午 2時】 

地點：宣教中心 
週二(30 日)豐沛小組【下午 2時】 

地點：宣教中心 
週二(30 日)豐收小組【下午 2時】 

地點：宣教中心 
週二(30 日)以斯帖小組【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三(31 日)喜樂小組【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秀惠家（電話：2799-2007） 
週四迦南小組【晚上 8時】 
聚會日期：11/15、11/29 (星巴克大直植福門市)
週四(01 日)恩寵小組【晚上 7時 45 分】 

地點：宣教中心 
週四(01 日)恩惠小組【晚上 8時】 

地點：教育一館 
週四(01 日)家家樂小組【晚上 7時 50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五(02 日)多加小組【上午 9時 45 分】 
    地點：教育三館 
週五(02 日)天天小組【晚上 7 時 50 分】 

地點：教育一館 
週五(02 日)尼希米小組【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宣教中心 

本週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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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10/28 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選第 25
屆長執 
今日主日禮拜後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

選第 25 屆長執，將選出二位長老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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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桂芳、林士修、林志隆、林

書華、張穎文、羅億芸，請為長執順利改

選代禱。(2)本次改選的選務工作人員名

單：盧壽安長老（召集人）、許愛玲、

蔡美端、陳清泰、周玉真、劉秀娟、張

裔珮、賴慧菁、黃怡強、顧珠等 10 位。  

2. 10/28 成人主日學「認識聖經課程」 
日期：10 月 28 日（週日）  

      下午 1：30∼3：00 

課程：認識啟示錄  

內容：啟示錄第十八章  

地點：教育三館 302 教室  

主理：陳清薰姊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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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

截止，訂於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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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31 松大校外教學 
日期： 10 月 31 日 (週三 )  

早上 9： 00 教會集合出發  

地點：空中英語教室  

費用：每人 500 元 (含參訪費及午餐 )

多退少補  

※ 除了參觀錄音室、電視部攝影棚、門

市外，還可以跟彭蒙惠 &天韻詩班面

對面喔！欲參加者請向宜雲幹事報

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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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洗禮日期訂於 12 月 2 日舉行，
請填寫「洗禮申請書」並參加五次學道
班課程。  

 6. 11/10 親子逍遙一日遊 
日期：11/10(週六 )早上 8：00 集合出發  
地點：桃園活力健康農場  
內容：詩歌歡唱、大地遊戲、親子同樂

DIY、焢窯活動  
費用：成人 600 元、4-12 歲 300 元、4

歲以下免費 (含旅平險及農場套
裝行程，DIY 須自理 ) 

主辦：兒童牧區&幸福兒童品格學校  
※欲參加者請向宜雲幹事報名。  

 7. 請領取十一月「活潑的生命」靈
修月刊 
十一月份「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已
寄至教會，請有訂購的兄姊禮拜後至
宣教中心找慧菁幹事領取；另外十一
月份 QT 讀經卡放置招待桌，歡迎兄
姊踴躍索取。  

  8. 歡迎訂閱 2019 年活潑生命靈修月刊 
  2019 年活潑生命靈修月刊即日起開

始訂閱至 12 月 2 日截止，價格如下：
活潑生命一年份 1080 元 (優惠每本
90 元，原價 120 元 )；清晨國度及我
喜歡愛耶穌低高年級一年份 1320 元
(優惠每本 110 元，原價 150 元 )，歡
迎各小組或個人踴躍訂閱，欲訂購者
請向慧菁幹事登記並繳費。  

 9. 歡迎報名 2019 年青年牧區寒假營會 
  本會青年牧區訂於 2019 年 1 月 30

日 (三 )~2 月 1 日 (五 )舉辦寒假營會，
地點：宜蘭五結鄉利澤簡活動中心，
內容：學習歸納法查經，透過約瑟生
平的查考，發現自我，突破現狀，對
象：國高中生。歡迎家長鼓勵青少年
報名。（詳情請參閱 p.11 青年牧區週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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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1. 10/28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舉行李信仁
傳道師封牧暨就任事務所機構牧師授職
感恩禮拜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於今日下午 3：00
在濟南長老教會舉行李信仁傳道師封

牧暨就任事務所機構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  

2. 11/4 羅東教會舉行黃偉倫傳道師封牧暨就任
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羅東教會於 11 月 4 日 (週日 )下午 3：00
舉行黃偉倫傳道師封牧暨就任教育牧師授

職感恩禮拜。 

3. 11/11 安樂教會舉行施佳僼傳道師封牧暨就任
關懷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安樂教會於 11 月 11 日(週日)下午 3：00 舉

行施佳僼傳道師封牧暨就任關懷牧師授職

感恩禮拜。 
 
 

 

裝備訓練消息      
 

1. 2018 全國客家基督徒靈修會 
總會客家宣教委員會於 10/29∼10/31(週

一∼三)舉辦靈修會，對象為全國客家基

督徒，報名費每人 2700元(含搭乘遊覽車)，

名額 200 人，額滿為止。 

2. 11/3 星中教育部長執聯誼會 

日期：11 月 3 日（週六） 

      上午 10：00∼下午 1：00 

地點：公館長老教會 

      (汀洲路四段 85 巷 2 號) 

費用：免費(備有中餐) 

內容：會員大會暨專題演講 

講員：陳炫彬先生(前友達光電副董事長) 

題目：曠野逆境，恩典相隨 

※歡迎長執自由前往參加 

3. 11/9 職場幸福之夜音樂分享會 

日期：11 月 9 日（週五） 

      晚上 7：30∼9：30 

地點：雙連長老教會 

      (中山北路二段 111 號) 

費用：免費 

主題：遇見幸福、遇見你 

講員：盛曉玫姊妹(泥土音樂團隊) 

主辦：七星中會職場事工部 

※歡迎兄姊自由前往參加 

4. 11/13 星中婦女事工部年會暨聖誕慶祝 
日期：11 月 13 日（週二） 

      下午 1：30∼4：00 

地點：中山長老教會 

      (林森北路 62 號) 

費用：免費，需報名 

內容：2018 年會暨聖誕慶祝 

邀請：大中小合唱團詩歌見證 

※歡迎姊妹報名參加 

5. 11/18 教會反性侵性騷擾運動座談會(2) 

日期：11 月 18 日（週日） 

      晚上 6：30∼9：00 

地點：濟南長老教會 (中山南路 3 號) 

費用：免費 

主題：讓被性侵害的得釋放-談上帝國的

性別公義與復和 

主辦：七星中會性別公義部 

※歡迎兄姊自由前往參加 

6. 11/23 星中婦女事工部北大女宣道會 
日期：11 月 23 日（週五） 

      上午 9：30∼中午 12：00 

地點：馬偕醫院 9 樓大禮堂 

      (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費用：每人 100 元 

內容：北大女宣道會 

邀請：康進順牧師(北大議長) 

※歡迎姊妹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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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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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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美芬 (29)、王馨彗 (29)、楊雪英 (30) 

王譽儒 (30)、王懷瑋 (30)、 

賴清池 (31)、蕭弘道 (31) 

十一月份壽星名單如下： 

盧竹昌 (01)、陳佳宏 (02)、曹欣寶 (02) 

吳君偉 (03)、陳貞蓉 (03)、李范美蘭(04) 

張淑容 (04)、蔡麗惠  (08)、陳銘德 (10) 

戴莉容  (10)、林閨秀  (10)、林閨秀 (10) 

陳芳薇 (11)、徐瑋甄 (11)、陳盈秀 (14) 

甘家立  (14)、謝冠儀 (14)、陳頌恩 (15) 

林筱惠  (16)、郭麗文  (16)、陳羿蓉 (16) 

賴曉珊 (17)、賴曉瑄 (17)、邱得一 (18) 

陳佳菁  (20)、梁信貞 (21)、何紹聖 (22) 

陳冠偉 (23)、葉榮耀 (24)、賴美如 (24) 

林奇璋 (24)、陳美瑤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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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告知幹事補登 
 
 
 
 
 

社區消息 
 

 
 

1. 社區成人課程招生中 
歡迎報名社區松年大學及致福益人學苑

各項課程，各班開班詳情，請洽宣教中心

宜雲幹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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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三）

校外教學-參訪空中英語教室 

11/2
（五）

頭腦動動好智在
黃文均社工

疫苗們起立 
加恩蕭院長 生命故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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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區週報           

 
【消息報告】 

1.聚會資訊： 

10-12 聚會表 ▲ 每週六下午四點～六點。地點：教會二樓副堂。 

▲ 對象：13～30 歲以下青年、週日無法參與台華語崇拜者

（不限年齡）。 

▲ 小組：各小組於青崇後直接開始，並且提供晚餐，目前

有「國高男、國高女、大學、職青」四組。 

寒假營會報名 

寒假營會主題：［破譯］ 

▲ 對象：國高中生 

▲ 內容：透過歸納法查經學習，深入查考約瑟三大重要事

件，發掘自我，回歸真理。 

▲ 時間：2019/1/30(三)-2/1(五) 

▲ 地點：利澤簡活動中心 (宜蘭縣五結鄉) 

▲ 費用：12/23 前 2000 元，之後 2500 元，額滿為止 

▲ 主辦單位：ＲＣ事工團隊（大直、鶯歌、關渡、偕睿廉

等多所長老教會） 

每日 Q一下 ▲ 鼓勵大家每日靈修，保持與神美好關係，同時聆聽三分

鐘經文概述講解，加入新每日 Q 一下群組，每日 00：00

準時發送當日 QT 經文講解，提供大家默想與禱告 

 

 

 

    【短宣見證】 

朱依禾 // 衛理高三 

 

    收穫最大的是去療養院那天，在去之前我很緊張，但也很期待，因為從來都沒有過

這樣的服事，不但要唱台語歌，還要為他們禱告，最困難的是還要問他們要不要信耶穌，

對於我這個聽不太懂台語，更不會講台語的人來說，真是個艱難的任務，我們在老人院，

歌唱到一半時，牧師叫我們下去跟他們握手，有一位阿嬤就跟我說，我很像他的孫女，

他眼中含著淚緊握著我的手，這時我超級想哭的，真的好想坐下來陪陪她，感覺他們很

久沒有人關心他們，看到我們唱歌給他們聽，他們一定很開心，神讓我看見他們的需要，

還有在為其他人禱告時，還好有詩婷陪我，解決了聽不懂台語的問題，但很神奇的是神

為我預備了一些會講中文的阿公阿嬤，我覺得非常感動，覺得神在提醒我，只要有想傳

福音的心，不要看眼前的困難，倚靠神服事，神會為我預備適合的對象，讓我跟詩婷剛

好挑到會講中文的阿公阿嬤，這次短宣，因為是做不擅長的服事，讓我學習我更加倚靠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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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代孩子物質不缺，基督教信

仰要給孩子的是對他們生命有利

益，無論到哪裡都能成作他們的

幫助的一種能力。在教會中所受的基督教

教育是一個看重信徒信仰培養過程的教

育，讓我們在家庭中可以繼續傳承信仰。

兒童牧區要努力的就是與家庭一同努力，

讓我們的孩子得著信仰的產業。 

  今天耶穌來到這個熱鬧的耶利哥城，

引來許多人的注目。這裡我們看見有兩種

人：一種是群眾。他們跟在耶穌旁邊，慕

名而來只想看熱鬧，當然也有要找耶穌麻

煩的人。這些人是看熱鬧的態度，他們對

耶穌所說所做的不會有回應，更不會想付

甚麼代價。 

  另一種人是會抓住機會的人。抓住機

會的人，必要經歷上帝的帶領。今天對巴

底買來說是一個意外的恩典，他是個落魄

被看輕又是個討飯的瞎子，他可能對他的

人生沒有任何期待了。每天只要還有一口

飯吃就不錯了。他沒有想到會遇到耶穌，

但當他的生命與耶穌相遇，有耶穌介入時，

他的生命有了轉機。兒童牧區希望與兄姊、

與家長一同努力，讓我們的孩子無論處在

甚麼景況中，他都能抓住信仰的產業成為

他一生的祝福。讓我們一起向巴底買學習 

，得著以下四點成為我們的信仰產業： 

1.真實地聽見：瞎子的聽覺是很敏銳的，

在吵雜的人群中聽見是耶穌來了，祂知道

他 的人生有了盼望。儘管大家都指責他、

阻止他。但他選擇聽見耶穌。這個世界有

許多聲音誘惑攪擾我們，那些聲音有時讓

我們過頭看自己，讓我們自卑、告訴我們

是差勁的、是沒資格的、你的未來是沒有

希 望的。我們要引導孩子常常聽耶穌真

實的聲音，聽見耶穌叫他們的名 字。聽

見耶穌對他說：「孩子，到我這裡來，你

在我眼中是有價值的。」羊只認得牧者的

聲音，讓孩子學習杜絕魔鬼的謊言，讓耶

穌引導他們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2.放下過去的纏累：對一個瞎子來說，他

的每個動作都要很小心謹慎。巴底買一聽

到耶穌 叫他過去，他就丟下衣服，跳起

來，走到耶穌那裏去。可見他何等急 切

地想脫離目前的狀況。我們每個人從小到

大或多或少都經歷過一些 傷害，這些傷

害若沒有及時的處理或關心，有時會阻擋

咱裹足不前， 會讓我們自怨自艾，看輕

自己、怨天尤人甚至放棄自己。我們需要

在 每個重要的階段陪伴孩子，引導他們

丟下過去的纏累及傷害，知道 耶穌的愛

會醫治他、觸摸他、安慰他，並且相信耶

穌會賜給他們勇氣面對日後的每個挑戰。

因為在耶穌基督裡舊的事會過去，在基督 

在 

聖經： 

馬可福音十： 46∼52 

講道：吳昭誼牧師 

日期：107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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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每天會賞賜新心新靈，讓他經歷新的帶

領。 

3.我要：在這世上我們需要的東西太多了，

你真正需要的是甚麼你知道嗎？現今的

世代，孩子都很有主見；急於得著想要的，

或父母比孩子更急於想要為孩子抓住甚

麼。巴底買的狀況，讓我們知道他需要的

東西實在太多了，他是個落魄被看輕又是

個討飯的瞎子，但他來到耶穌跟前，他將

內心最大的渴慕、真正需要對耶穌說：我

要能看見。親愛的弟兄姊妹，真正的需要

得著滿足，更多的奇蹟才會發生。巴底買

看見了，這比甚麼都重要。他不會再被歧

視、不會再被看是有罪的，他也能去工作，

不用再討飯了。耶穌說：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帶

領孩子看見真正的需要，並學會向主說出

他的需要，知道主是厚賜與人的主是很重

要的。生命的問題得著解決，神必賜滿足

的喜樂給孩子，在孩子右手中也必有永遠

的福樂。 

4.跟隨耶穌：巴底買看見之後，祂立即跟

隨了耶穌。若他走了，就只有肉體得著醫

治，生命沒有祝福。祂遇見耶穌，得著醫

治，帶著感恩的心，最後忠心地跟隨了這

位改變他生命的主。他得著的是雙倍的祝

福。我們都是認識耶穌的人，但是你是跟

隨耶穌的人嗎？作耶穌的門徒就是遵行

祂的話語，學習祂的樣式，以信心跟順服

來回應祂呼召的人。我們不僅要跟隨耶穌，

也要引導孩子來跟隨耶穌。孩子需要跟對

人，當他跟隨世界，他就離耶穌越遠。 

巴底買沒有預期會遇到耶穌，但耶穌

一來到祂的生命中，祂的生命作出對的選

擇，他的人生從此不一樣。在世上有許多

誘惑，我們的孩子需要耶穌在他們生命中

作工，得著信仰的產業一生不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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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牧 區 週 報        
 

11/10 親子逍遙一日遊 
               日期：11/10(週六)早上 8：00 集合出發  
               地點：桃園活力健康農場  

   內容：詩歌歡唱、大地遊戲、親子同樂 DIY、焢窯活動  
               費用：成人 600 元、4-12 歲 300 元、4 歲以下免費  

   (含旅平險及農場套裝行程，DIY 須自理) 
               主辦：兒童牧區&幸福兒童品格學校  
             ※欲參加者請向宜雲幹事報名。 

 

一、聖工服事 

 信息 司會 敬拜/樂器 PPT/音控 奉獻 

本週服事 子慧 吳牧 淑娟/路加、皓瑀、中韻、盈秀 以諾/彥良 高小 

下週服事 千俐 子慧 玉真/承叡、子珣、中韻、盈秀 以諾/彥良 幼小 

各班老師 幼幼班：貞臻、本青、淳熙、千俐     中小班：玉婷、庭雨、宝穎、羿蓉 

初小班：淑娟、美玲、玉真          高小班：子慧、詠涵、沐昭 

二、今日課程  

   本季主題：奇妙真神 

    1.本週主題：我認識祢 

   2.本週金句：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 

               作列國的先知。(耶利米書 1：5) 

三、父母為孩子的禱告 

    主啊，謝謝祢愛我的孩子，在他未出母胎，還在母腹中，祢就已經認識他，揀選他成為祢

的孩子。求祢賜我力量及屬靈的眼光，將孩子帶來到祢跟前，按祢造他的樣式來教養他，

陪伴他。讓他知道祢何等愛他，在祢眼中祂是祢最寶貝的孩子。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四、消息報告 

1.本主日是長執選舉日，兩場禮拜合併於十點禮拜，兒主時間照常於十點半開始。求主

保守掌權在整個選舉過程。 

2.兒牧與品格學校於 11/10 合辦「親子逍遙一日遊」，歡迎向宜雲幹事報名。 

3.下主日召開十一月教員會，請老師同工預備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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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週年慶慶典主題及各月份重點活動表 
 

主題：「40 突破，是時突破」 
 

3 月-T1 營會（靈命突破） 
4 月-短宣服務隊、40 年慶典主日 
4 月～8 月-自我突破之單車前往短宣行 
5 月-新加坡短宣、新加坡之夜 
6 月-T2 營會 
8 月-短宣兒童營 
9 月-T3 營會（新一批門徒建造） 
10 月-兒童牧區突破 
11 月-週年紀念音樂會（聖歌隊） 
11 月-感恩餐會（40 突破之「我們的那一天」） 
12 月-聚焦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