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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職場門徒培訓課程開課 

 

2. 8/23 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

選第 27 屆長執 

 

3. AED+CPR 的緊急救護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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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20 

 

主日聯合禮拜 
講道：林憲懋牧師   司會：林志隆執事   司琴：陳祈真姊妹 

♦ 恭候上帝的話 ♦ 
奏    樂 .............  .................................... 司  琴 
會 前 詩 ..................  ............................... 聖歌隊 
宣    召 .................. 詩篇 100：4～5 ................. 司  會 

△聖    詩 ..................... 第 181 首 .................... 會  眾 
△信仰告白 .................... 新的誡命 ..................... 會  眾 
  啟    應 .................... 第 19 ........................ 會  眾 
祈    禱 ................... (接唱主禱文) ................... 司  會 
讚    美 ................ 「投靠者的讚美」 ................. 聖歌隊 

♦ 恭受上帝的話 ♦ 
聖    經 ............... 馬太福音 21：23～44 ................. 司  會 
講  道 ................. 「權柄之辯」 ................ 林憲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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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恭答上帝的話 ♦ 
△回應聖詩 ................. 第 614 首 ......................... 會  眾 

奉    獻 .............. 第 382 首（第 4 節）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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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音 插 花

本 週 林憲懋 林志隆 陳祈真 聖歌隊 
潘曉嫈、楊佩玲

潘崑泉、高銘柱
玲玲、翠惠 豐沛小組 銘慧/銘柱 蔡賽霞

下 週 
林憲懋 

姚復鈞 

許愛玲

林書華

莊雅瑄 

張展銘 

聖歌隊 

張品葳 

潘崑泉、高銘柱

李青峰、潘曉嫈

林志隆、張穎文

劉秀娟、羅億芸

富美 

貴珠 

喜樂小組 

尼希米小組 

美端/宗立 

敬拜團 
許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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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權柄之辯 
   
他們問祂兩個問題（太 21：23）： 

1.「你仗著什麼權柄作這些事？」你所仰賴的，是政治上的權柄，或是

社會上的權柄，或者是屬靈上的權柄？ 

2.但實際上，最使他們困擾的卻是第二個問題：「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一）耶穌所做的事，證明他本就擁有權柄（馬太 21：24～27） 

為什麼不必回答他們呢？因為告訴他們也是徒然。倘若有那麼多證據，
顯明約翰的工作是從神而來的，他們還看不見，那麼即使有再多的鐵證，顯
明耶穌的工作是從神來的，他們也一樣看不見。人們若不以誠心對待自己所
得著的亮光，那麼聖靈就無法有更多的啟示了。 

從他們所說的「作這些事」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們在潛意識裡，承認祂
作了那些事。當這些祭司長、長老們查問祂權柄的來源時所說的「那些事」，

不正是祂本來就擁有權柄的說明了嗎？ 

（二）真正尊重權柄，乃是遵命而行（馬太 21：28～32） 

官長們聽見約翰的話表示順從，事實卻是不順從。而稅吏與娼妓聽見約

翰的話，雖然先前不願順從，後來卻懊悔了，因而進了神的國。從這樣的對

比，我們就看到「尊重權柄，除非你順服、遵命而行，否則它仍然是 Nothing！

仍然是毫無意義！」 

（三）檢視動機，務要警醒（馬太 21：33～44） 

他們的氣忿說明耶穌說那些話的時候，氣勢磅礡。祂銳利的鑒察深入了
他們的良心，使祭司長們忘卻他們是在和祂爭辯，而道出他們內心的實情。
祂揭穿他們深處的隱祕，訴諸於他們的良心，但他們存心剛硬，要將祂釘死

在十字架上。 

    這是對他們的動機之定罪。他們一直在執行宗教和倫理範疇中的權威，

但他們從未以神的榮耀為目的，只是為著維持他們自己的職務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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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教會 2020 年度會員和會會員名單 
 

時間：2020 年 8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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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四名 (任期 2020 年 12 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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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人)  

   1.籍在人在會員 （合計 312） 

01 丁皓東 ＊02 丁皓恩  ＊03 丁雅惠 04 王壽選 05 王淑姿 06 王麗華 07 陳明寬   08 王譽儒 

＊09 方照國   10 李連慶  11 陳素春 12 李青峰 13 余文藝 ＊14 李青岳 ＊15 覃意婷 ＊16 李素香 

17 李美玲 ＊18 李美霞  19 李清溢 20 李菊蘭 21 李范美蘭 22 李南衡 23 葉須美 ＊24 李怡穎 

25 李南棠  26 李玉蘭 27 李牧揚 ＊28 李容榕 ＊29 李沛蓉 ＊30 李枝昌 ＊31 賴玉鳳 32 李美鳳 

33 李碧桂 34 李文宗 35 周郁伶 36 呂美都   37 呂智惠 38 沈彩紅 39 何秀令 40 何元緒 

41 陳羿蓉 42 何國輝 43 何紹聖 44 胡子芸 ＊45 林雅婷(小) 46 林貞吟 47 林芳柳 48 林憲懋 

49 吳昭誼 50 林承允 51 林照圭 52 林美雪 ＊53 林二幸 ＊54 周瑞雲 55 林書華 56 林欣儀 

57 林士修 58 徐崇芸 59 林嘉郁 ＊60 林培青 ＊61 金儒姍 62 林陳金英 63 林恩琪 64 林成滿 

65 楊翠芬 ＊66 林育淳 ＊67 王海藍 ＊68 林慧美 69 林源淇 70 林詹長妹 ＊71 林芳蘭 72 林志隆 

73 周婷玉 74 林曉君 75 林欣怡 76 林家敏 77 林憲生 78 林麗麗 79 林貴珠 80 林幸佳 

81 林智仁 82 王白雲 83 林家民 84 周雅玲 85 林庭瑜 86 胡玉婷 87 柯美伊 88 翁瓔瓔 

89 翁子文 90 梁銘慧 ＊91 莊容慈 ＊92 邱得一 93 吳德福 94 戴莉容 95 吳宏安 96 吳宏基 

97 吳桂芳 ＊98 吳柏賢 ＊99 吳柏慶 100 武慧芳 101 姚光智 102 林富美 103 姚復鈞 104 吳靜昀 

105 姚光成 ＊106 姚素靜 ＊107 姚俊崧 108 施素娥 109 胡愫媛 110 朱依禾 111 唐子茜 112 許程煌 

113 許愛玲 114 邱佳音 115 吳君偉 116 許淑蘭 117 許隆盛 118 郭麗文 119 許韋華 ＊120 許淳熙 

121 曲詠涵 122 郭俊徹 123 郭如卿 124 郭珠碧 ＊125 郭泰典 126 郭永掌 ＊127 郭子瑄 128 郭麗純 

＊129 邱雅音 130 陳禕倫 ＊131 陳靜恩 132 陳宝穎 133 陳宇新 134 陳冠宇  135 黃子恩 136 陳祈真 

＊137 陳鋕清 ＊138 王美娟 139 陳冠仁 140 羅瓊惠 141 陳沐昭 142 陳敬勳  143 林怡欣 144 陳浩恩 

145 陳文薪 146 陳清泰 147 陳麗英 148 陳盈秀 149 周鉑凱 150 陳雪姿  151 周南希 152 陳素玲 

＊153 陳宥臻 154 陳清薰 155 劉大可 156 黎小慈 157 陳治業 ＊158 王瓊君  159 陳芳蓮 160 陳鈺婷 

＊161陳林虹霞 162 陳貞蓉 163 謝書瑀 164 謝書豪 165 陳淑媛 ＊166 陳蘊薇 ＊167 陳奕傑 168 曹欣寶 

＊169 陳錦珠 170 曾連豐 171 洪  良 172 曾韻秋 173 曾桂香 ＊174 曾玉華 ＊175 黃瀅如 176 曾  美 

  177 呂貴村 ＊178 曾雅筑 179 曾秋慧 ＊180 盧映秀 181 黃立文 ＊182 謝依玲  183 黃雯琳 184 黃亦悅 

185 黃  麗 186 黃  鶯 187 黃鵠志 188 黃以諾 189 黃翠鑾 ＊190黃李純貞  191 黃聖茂 192 黃賢瑛 

193 黃怡強 194 黃貞臻 195 吳承叡  196 董麗珠 197 黃可欣 198 黃瑋菁 ＊199 黃薇臻 200 黃福益 

＊201 張裔珮 202 杜美惠 203 陸大偉  204 張品葳 205 張展銘 206 張睿恩  207 張英宏 208 蔡雪如 

＊209 張鳳儀  210 張文賢 211 張玉治  212 張淑容 213 楊翠惠 214 張頂欣  215 蔡美端 216 張穎文 

 217 高于荃  218 程莉喆 ＊219 呂美蓁  220 隋保春  221 葉蒼生 222 葉陳滿  223 葉晉銘 224 葉美麗 

＊225 葉寬杰  226 楊武男 227 楊長榮 228 楊雪英  229 楊彩微 230 楊佩玲 ＊231 鄭知念 232 鄭子珣 

 233 楊美香  234 楊麗觀 235 賈瑀涵 236 楊如月 ＊237 楊士萱 ＊238 廖汶釗  239 廖斌洲 240 劉宜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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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趙淑貞 ＊242 趙婉芳 243 高  足 244 高瑞僅  245 高銘柱  246 高英哲  247 高詩婷 248 游銘慧 

249 馮畢玉雪  250 鄭美芬 251 鄭人豪 252 陳淑娟 253 潘曉嫈  254 潘崑泉 ＊255 潘皓瑋 256 歐秀貞 

257 歐陽君強  258 李  菁 259 歐陽建中 260 陳秀華 261 歐陽家瑋  262 賴文聰  263 凃桂昭 ＊264 賴哲明 

265 董秀惠 266 賴美惠 267 賴輝雄 268 魏清心 269 葉俊祺 270 賴美如 271 賴威全 272 林郁慧 

273 賴秀鳳 274 賴翠雯 275 易安德 276 易宗翰 277 蔡錚惠 278 蔡麗惠 279 羅巧雲 ＊280 蔡賽霞 

281 蔡麗如 282 蔡蕙嬬 ＊283 蔡時富 ＊284 蔡漢勳 285 劉春英 286 劉庭佑 ＊287 劉美玉 288 劉秀娟 

289 劉景雄 290 許玲玲 291 劉惠敏 ＊292 柯智豪 293 劉君儀 294 孫明宗 295 林千俐 296 孫晟安 

＊297 孫晟軒 ＊298 盧竹昌 ＊299 蘇  格 300 盧易之 301 薛秀華 302 莊雅瑄 303 簡維宜 304 劉彥良 

＊305 蕭明德 ＊306 蕭弘道 307 葉雪貞 308 顧杉家 ＊309 張輝明 310 顧  珠 311 藍本青 312 羅億芸 

（＊有此記號為不可抗力者） 
 

2.籍在人不在會員 （合計 190 人） 

01 丁瑩慈 02 王維志 03 王栩茹 04 王  莉 05 王巧茹 06 王偉安 07 卡艾琳 08 王泳翔 

09 沈安利 10 林賴惠美 11 林添丁 12 林倩如 13 林錦盛 14 林鄭素雲 15 林恩俊 16 林恩馨 

17 李清芬 18 李怡道 19 李春美 20 李欣芳 21 李元萍 22 及若雯 23 吳賢春 24 吳思婷 

25 林美琪 26 吳亭億 27 郭虹君 28 柯金鳳 29 連郁華 30 許展毓 31 何冠毅 32 周幸華 

33 高逸樺 34 呂芷柔 35 呂沛杰 36 許榮仁 37 張育豪 38 張凱娜 39 張冬霞 40 姚榮輝 

41 姚孟伶 42 邱慧玲 43 邱煥章 44 陳芳薇 45 邱雅寧 46 邱柏誠 47 盧易惟 48 陳怡君(大) 

49 簡一元 50 賴淳淳 51 林筱惠 52 陳惠芸 53 陳加為 54 司徒愛蓮 55 陳瑪玲 56 陳綾珊 

57 陳怡君(小) 58 陳宏銘 59 藍湘芸 60 陳菀苓 61 林合民 62 陳錦村 63 郭碧雲 64 陳宇中 

65 陳宇光 66 黃文均 67 陳雅芬 68 陳彥奇 69 陳東和 70 陳俊玓 71 張秀雯 72 郭俊男 

73 郭秀媛 74 郭清德 75 郭麗蘭 76 郭瓔滿 77 郭姿妤 78 黃仁相 79 陳麗華 80 黃鼎鈞 

81 簡依倫 82 黃詠蓁 83 黃如玉 84 黃子娟 85 覃懷恩 86 陸志揚 87 張士祺 88 張若欣 

89 張慈嫈 90 張鈺旻 91 張蓉敏 92 楊維凱 93 楊智偉 94 林靜文 95 周信宏 96 吳盈慧 

97 楊文馨 98 楊鈺曌 99 楊謹舟 100 楊怡芬 101 鄭富宏 102 徐瑋甄 103 賴瑪雅 104 賴青鵬 

105蔡鐘瑞美 106 蔡永銘 107 趙琪玲 108 蔡淑惠 109 蔡水發 110 戴興一 111 俞佳凡 112 蘇士翔 

113 曹伯羽 114 孫業崢 115 吳怡諳 116 雷元暉 117 藍湘茹 118 彭路芳 119 齊可欣 120 歐陽瑜 

121 巫貴安 122 唐勝子 123 謝文賢 124 姚梅雪 125 魏韻珊 126 魏麗敏 127 施盈甄 128 朱嘉惠 

129 藺瑋玲 130 劉大緯 131 董雅芬 132 柯蓉欣 133 蘇宗聖 134 李  薇 135 林雅婷(大) 136 李  安 

137 李利晨 138 陳錦足 139 廖禹蘋 140 陳美秀 141 康慧琳 142 黃承漢 143 陳佳菁 144 戴巖霽 

145 羅涵齡 146 游川益 147 王信德 148王李美華 149 林閨秀 150 俞肇琪 151 陳孟崙 152 賴子維 

153 應朝旭 154 張獻樂 155 呂芑宏 156 閻立樹 157 高士捷 158 劉立竣 159 蘇文玲 160 謝志鴻 

161 陳佳宏 162 高沛雲 163 齊玉璽 164 葉晉榮 165 林孟翰 166 陳世芳 167 謝享融 168 鄭維箴 

169 陳國柱 170 徐國基 171 魏曉彤 172歐陽君健 173 盧文萱 174 謝喜悅 175 林珈羽 176 謝如慧 

177 黃士晁 178黃許珠妹 179 嚴采璘 180 嚴惠璘 181 陳正洋 182 張軒瑜 183 賴江八寶 184 韓曉君 

185羅蔡淑蓮 186 林凡永 187 洪敏哲 188 陳銘輝 189 黃巧俐 190 謝佩珊   

（超過一年未參加主日禮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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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會性公禱專頁 

 
成人牧區 

1.為今年（2020 年）本會的年度主題：「全人健康教會，成為萬民祝福」，年度目標為「持續更新，全

人健康」同心禱告，願主賜福，保守，使我們的身心靈都整全、健康，喜樂為主所用，成為這世代

及萬民的祝福。 

2.為所有的聚會、課程、小組、關懷事工、社區事工，都能結出美好的果子，歸榮耀給神。 

3.為世界平安禱告，求主在全人類各族群、萬民萬邦中掌王權、居首位！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各地還有

持續蔓延的跡象，求主憐憫，醫治大地。為還在受影響的地區和國家代禱，求主耶穌寶血洗淨一切

污穢罪惡，賜下平安與醫治。 

4.為全體領袖（小組長、培訓同工、團契首長們），在主面前我們有更多的禱告，願主賜智慧、能力，

以及甘心樂意事奉主、服事人的心志，成為討主喜悅的團隊。 

5.為全教會所推動的各項靈修聖工（讀經列車、每日 QT、家庭祭壇、為疫情守望聯禱網絡…）代禱，

求主讓每一位認真追求、委身基督的弟兄姊妹們，更深經歷神的恩典作為，信心更得堅固，並能成

為他人的祝福與幫助。 

6.為第 27 屆長執改選代禱，為新選任的弟兄姊妹，參與教會神聖事工與擔任教會重要職務來感謝神，

願主把夠用的恩典和能力，賞賜給樂意為主所用的人的生命裡，讓我們真實成為主耶穌所用的聖潔

器皿，祝福人的管道。 

7.為教會信徒裝備系統的持續推動代禱：E2 課程開始進行，預計九月前完成，願弟兄姊妹都能在聖經

課程和實際操練的過程中，更明白真理、活出真理、委身神國、為主所用。 

8.為主耶穌要我們去得著弟兄姊妹的心來禱告，我們禱告不灰心，特別為「黃冬和弟兄、謝博文弟兄」

禱告，願主除去一切的攔阻，保守他們對主的信心，樂意敞開心門接受耶穌為個人生命的救主。 

9.為身體病痛、住院的肢體代禱，求主保守身體健康、心靈喜樂。林義盛弟兄、趙淑貞姊妹、楊翠芬

姐妹、林培青弟兄、邱得一長老、蕭明德長老、蔡賽霞老師、張正喜長老夫婦、吳渭北弟兄，求主

憐憫、醫治身體的病痛。 

 

青年牧區 

【國高小組】 

1.新一季聚會，輔導同工們有默契的配搭，在預備聚會內容時也能自己被神感動被神牧養。 

2.暑期時間，學生能有智慧的管理生活與時間，也求神能預備學生們的心，透過暑期活動與聚會內容

親自對學生們說話，也更多與神認識。 

【大學小組】 

1.求神帶領同工在新的聚會內容發想時、籌辦小組活動時，都能敏銳神的心意，使每一次的聚會活動

都讓我們與神、與人更加親密。 

2.求神的靈運行在我們中間，即使暑假各自有不同的計畫安排。但我們仍能學習彼此記念、彼此關心。 

【職青小組】 

1.求主賜智慧，讓我們可以面對職場中的任何情況，成為當中的祝福。 

2.近幾個月小組有較多的活動，求主能保守大家出入平安，且透過這些聚會能讓彼此更與神親近，有

更多的靈命成長。 

 
兒童牧區 
1.感謝主賜給兒主一群忠心的同工，求主賜福每位老師，帶著耶穌所賞賜的能力服事在最小的身上，

並且敏銳孩子的個性，賜智慧知道如何經營班級。 

2.求主帶領參與恆基短宣的兩位孩子，開啟她們的眼目，領受福音的大能。 

3.為服事團隊策畫品格學校的轉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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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週  聚  會 

名   稱 出席 獻金 
台 語 禮 拜 110 8241 

華 語 禮 拜 160 4242 

台 語 聖 餐 105 13840 

華 語 聖 餐 113 10445 

主 日 學 28 1092 
 

禱 告 會 出席 前 週 聚 會 出席 

週日 08/16 6 單 車 小 組 5 

週一 08/17 5 多 加 小 組 6 

週二 08/18 4 溫 馨 小 組 5 

週三 08/19 5 恩 寵 小 組 10 

週三晚禱會  恩 惠 小 組 暫停 

週四 08/20 3 以斯帖小組 9 

週五 08/21 6 豐 盛 小 組 8 

合  計 29 豐 沛 小 組 5 

  豐 收 小 組 6 

敬 拜 團 22 天 天 小 組 11 

松契 /豐盛人生 10/6 喜 樂 小 組 5 

聖 歌 隊 13 尼希米小組 12 

親 子 小 組  合   計 82 
 

 
 
 

「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

柄到萬代！」 

「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

柄存到萬代！」 

(詩篇 145：13) 

「 Your kingdom is an everlasting 

kingdom, and your dominion 

endures through all generations.」 

（Psalms 145：13） 

週間聚會 
主日(23 日)禱告會【清早 8時 30 分】 

主理：林志隆執事 
週一∼五清晨禱告會【清早 6時半】 
週二(25 日)松年團契【早上 10 時】 

※懷念香如茶會 
週三(26 日)晚禱會【晚上 8時】 

內容：領袖之夜 
週五(28 日)國高聚會【晚上 6時】 
週六(29 日)聖歌隊【早上 9時】 

主理：張玉治姊妹 
週六(29 日)敬拜團【下午 1點半】 
主日(30 日)禱告會【清早 8時 30 分】 

主理：許愛玲長老 
 
 

小組聚會 
 

週日單車小組【下午 2時】 
集合地點：宣教中心 
週日(23 日)大學小組【下午 1時】 

地點：副堂提摩太室 
週日(23 日)職青小組【下午 1時】 

地點：教育三館(外) 
週一(24 日)溫馨小組【晚上 7時 30 分】 

地點：教育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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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26 日)喜樂小組【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秀惠家（電話：279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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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暫停聚會 
週五(28 日)多加小組【上午 9時 45 分】 
  地點：宣教中心 
週五(28 日)天天小組【晚上 7時 50 分】 

地點：教育一館 
週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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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領袖成長眾人皆贏計畫課程 

日期：8 月 29 日（週六）每個月一次  

     上午 9：30∼11：30 

地點：本會主堂  

內容：透過歷年台灣高峰會議影片學習、

分組討論、彼此分享、帶出行動  

對象：教會領袖同工：小組與事工團隊

職場團隊需要者  

※GLS+因有暑期活動，下次上課改為 8/29 

  2. 9/8 職場門徒培訓課程開課 
日期： 9 月 8 日∼ 11 月 24 日  

      （每週二）共 12 堂  

       上午 10： 00∼ 11： 30 

晚上 8： 00∼ 9： 30 

課程：合神心意的領袖  

地點：宣教中心  

資格：原班學員及完成 E3 課程者  

講師：陳鋕清牧師  

費用：每人 500 元 (不含教材 )  

   ※欲參加者請向慧菁幹事報名繳費，  

9/8-9/15 是線上課，其餘 8 堂是實體

課。  

3. 8/23召開臨時會員和會改選第27
屆長執 
今日主日禮拜後召開臨時會員和會，

改選第 27 屆長執，將選出一位長老及

四位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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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白雲、何元緒、

吳承叡、胡愫媛、蔡美端、謝書瑀，

請為長執順利改選代禱。 (2)本次改選

的選務工作人員名單：凃桂昭 (長 )、陳

清泰、林中慧、賴慧菁、陳盈秀、黃

廷恩等 6 位。  

4. 9/6 召開九月份長執會及小會 
   9 月 6 日 (下下主日 )下午 1：30 召開長

執會及小會，請全體長執 (含新任長執 )  
、機構首長撥空出席開會。若有提案
或書面報告請於 9 月 3 日前交給林牧
師或慧菁幹事。  

  5. 9/13 舉辦長執訓練會 
     9 月 13 日 (週日 )下午 1： 30∼4：30 在

副堂舉辦長執訓練會，邀請台神林鴻
信老師前來分享，請新舊任長執、牧
者出席參加。  

6. 歡迎領取父親節禮品 
教會祝福所有父親健康喜樂，請在籍的
父親尚未領取禮物 (Alpecin 運動咖啡因
洗髮露 )者 ，禮拜後至 宣教中心簽 名領
取。  

7. AED+CPR 的緊急救護訓練課程 
本教會有鑑於社會越來越多人在外因

緊急、臨時的原因導致身體不適或心

臟衰竭 . . .錯過黃金急救時間。為此，

本會將與衛生局合作辦理「 AED+CPR
的緊急救護訓練課程」，目前訓練時間

如下，邀請本會會友一起來參加唷！  
時間： 9 月 11 日 (週五）  

下午 2： 00∼ 4： 00 
地點：大直教會副堂 2F 
費用：免費  

※ 有意願報名者，請向詩婷幹事報名  

8. 開始領取「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 
  九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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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九月份

QT 讀經卡放置招待桌，歡迎兄姊踴

躍索取。  
 

新朋友名單 
 

109-34 林婉婷  女  (慕道友 )  
109-35 陳靜瑜  女  (慕道友 )  
109-36 盧佳君  女  (慕道友 )  
109-37 許文綺  女  (基督徒 )  
109-38 鍾昌明  男  (慕道友 )  
109-39 洪郁珊  女  (基督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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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1. 9/6 和平島教會舉行陳欣瑋傳道師封立牧
師暨就任第三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和平島教會於9月6日(週日)下午3：00 舉行陳

欣瑋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第三任牧師授職

感恩禮拜。 

2. 9/6 二重埔教會舉行王齡偉牧師就任第四
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新竹二重埔教會於 9 月 6 日(週日)下午 3：00 舉

行王齡偉牧師就任第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 

3. 9/14 台南神學院舉行開學禮拜及第 11 任
院長胡忠銘暨羅光喜、楊順從、劉信宏教
授就任感恩禮拜 
台南神學院於 9 月 14 日(週一)下午 3：00 舉

行開學禮拜及第 11 任院長胡忠銘暨羅光喜、

楊順從、劉信宏教授就任感恩禮拜。 

 

 

裝備訓練消息      

 

1. 8/24∼26 危機災難悲傷輔導與靈

性關懷三階段研習課 

時間：8 月 24∼26 日（週一~三） 

24 日上午 8：00∼26 日下午 5：30 

地點：雙連長老教會 

      (中山北路二段 111 號) 

主辦：馬偕醫院、璞成心理諮商所、 

      台灣國際飢餓對策協會 

費用：單一階段報名每人 3,000 元 

   ※欲參加者請洽慧菁幹事掃描 QR Code上

網報名繳費 

2. 9/5 星中教社部研習講座 

日期：9 月 5 日（週六） 

      上午 8：50∼中午 12：10 

       (8：30 報到) 

地點：東門長老教會 

      (仁愛路二段 76 號) 

主題：用愛親近自然-與環境共舞 

費用：每人 100 元(含午餐、點心和講義

費，現場繳交) 

對象：牧者、傳道師、長執、同工、社

區志工或對此議題有興趣者 

   ※欲參加報名者請洽慧菁幹事 

3. 9/23∼25 星中婦女事工部靈修會 

時間：9 月 23∼25 日（週三∼五） 

地點：梅監霧紀念教會、溪湖教會 

      蘭大衛紀念教會、鹿港教會 

      竹塘教會、喜樂保育樂 

費用：每人 5,500 元(二人房) 

   ※欲參加者請洽慧菁幹事 

4. 10/18 星中教社部淨灘活動 

日期：10 月 18 日（週日） 

       下午 3：00~5：00 

地點：壯圍鄉壯圍沙丘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二段 196 巷 18 號) 

內容：海灘淨灘活動 

費用：每人 200 元(現場繳交) 

    ※欲參加者請向慧菁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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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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月份壽星名單 

祝福八、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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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壽星名單如下： 

謝依玲 (23)、林孟翰 (23)、林中韻  (25) 

林碧真 (26)、黃 麗 (26)、黃鼎鈞  (26) 

何秀令 (27)、黃聖茂 (28)、李南棠 (28) 

陳宝穎 (28)、韓曉君 (29)、林貴珠 (30) 

方照國 (31)  

九月份壽星名單如下： 

薛秀華 (01)、陳明寬 (01)、邱馨玉 (01) 

陳敬勳 (01)、蔡水發 (01)、張裔珮  (01) 

何國輝 (02)、陳麗英 (02)、林麗麗  (04) 

高英哲 (05)、林幸佳  (06)、蕭明恩  (07) 

李清溢 (09)、林成滿 (10)、楊美香  (10) 

葉美麗  (10)、高銘柱  (10)、張品葳  (10) 

藍湘芸 (11)、蔡賽霞 (13)、廖汶釗  (13) 

王麗華 (15)、許淑蘭  (17)、柯美伊  (19) 

馮畢玉雪(19)、吳慶惠 (21)、林志隆 (21) 

潘崑泉  (21)、覃懷恩 (22)、林曉君 (22) 

盧映秀  (22)、蔡雪如 (23)、陳宏銘 (23) 

胡愫媛  (23)、賴翠雯 (23)、林宣哲 (24) 

許淳熙 (25)、郭珠碧 (26)、曾韻秋 (26)  

程莉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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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各項課程 

，各班開班詳情，請洽宣教中心詩婷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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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區週報 
 

【國高 HIGH 聯盟 8 月聚會表】 

◆聚會時間：每週五晚上 19:30-21:00 

◆聚會地點：大直教會 2F 副堂 

◆團契對象：國高中生 

◆7/25-7/27 嗨客退修會心得 

- 學生：林嘉允 
這次的國高退修會是我們這群年輕人第

一次一起出去三天兩夜，體驗了很多，也經
歷了許多的事情。 

第一天去花蓮的路上，我跟尚哲、加恩
一起坐復鈞哥的車，復鈞哥也對我們很好。
這幾天的路程他都給我們接車上的音響播音
樂，我跟尚哲、加恩就整路 KTV，真的超爽，
因為平常很少有這種機會。到了地點後吃個
飯，第一個行程居然是爬山！爬山!?!?我聽
到加恩在那邊說：「齁齁..爬山很累耶，第一
個就爬山...」結果到最後加恩卻是玩的最開
心！ 

第一天結束後的晚禱時間，是我覺得最
為特別的地方，跟教會的人一起出門玩才會
有的行程，就像我去短宣，也有早禱跟晚禱。
說真的..我一開始覺得早禱、晚禱很煩，也
很多餘的，簡直是在浪費時間，幹嘛花時間
禱告呢?這讓我覺得很煩，但經歷了這次退修
會後，我才知道這些的重要性，一方面是求
神讓我們的出遊都得平安，另一方面則是感
謝神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去更認識大家，也
感謝神保守了我們的出入都平安，讓我們都
玩得很開心。 

第二天應該是大部分人覺得最期待、最
好玩的行程，就是我們要去「溯溪」了！一
開始我也是抱持著一個去玩的心情去體驗人
生中的第一次溯溪，沒想到神卻讓我在這個
體驗中經歷到了許多事情....在這次整個退
修會中，我都是跟著尚哲、加恩一夥一起行

動，當然溯溪時也不例外，在溯溪的過程中
我看見了尚哲樂於助人的一面，且在一些比
較難爬的地方，都會主動伸手幫忙，而加恩
則是在前面當第一個試水溫的人，如果沒有
他，一直跌倒的人可能就是我們了，真的很
謝謝他！--而我們三個人總是走在團體的最
前面，所以也會時不時的回頭提醒後面的人
要小心這裡、小心那裡…而這樣子的我們，
這就是我眼中所看到的團隊！  

長途跋涉後，我們終於到了最後的目的
地，很多人在這邊跳水與游泳，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潘皓瑀，我一直覺得他很帥，想要跟
隨他的腳步，所以我跟尚哲就跟他去跳了，
從下面看起來還好，沒有很高，到上面看後，
我才知道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壓力
超大的，所以我就一直告訴自己，有一就有
二，跳下去後，下一次就敢跳了，結果還真
的，越跳越爽，接著大家也一個一個陸續被
吹捧去跳大家也都勇敢地跳了，其中南希姐
最特別，在下面覺得還好..結果上去後就坐
在上面半個小時完全下不來，我、尚哲和加
恩還陸續跳了幾次並鼓勵南希姐：「這沒什麼
好怕的！」結果我、尚哲與加恩不知不覺就
跳了六七次，最後，南希姐終於勇敢地下來
了！大家也很開心的準備回程，回程的路上
也一直在討論這件事，讓我覺得很有趣。 

這次的退修會，有許多好玩的事，也有
很多的第一次，也讓我更認識國高的大家，
真的很開心有這次的機會跟大家一起出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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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牧區週報 
 

 

 

 

＊[牧區大聲報] 
1、今日禮拜後召開和會，將選舉教會的長老及執事，請大家為整個選舉代禱。 

2、暑假超級任務剩一週。請大家一起來背誦【詩篇 121 篇】，相信上帝是我們隨 

   時的幫助。 

3、歡迎加入兒牧週五【家庭祭壇】時間，父母帶領孩子一同禱告、讀經、分享， 

相信上帝必大大祝福在你們的家中！ 

4、請為秀鳳老師膽囊發炎及千俐老師心律不整代禱，求主耶穌醫治保守她們。 
 
   
 
 
＊[今日聖經課程] 

總主題 
--幼幼級-- 

我正在成長 

--國小級-- 

耶穌生平 

每週主題 約西亞聽從天父 那公義者(帷子、門簾) 

金句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       （代下 34：2）

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 

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 

（約壹 4：15） 

 

＊[聖工服事] 

週次 信 息 選歌同工 影音控 司   獻 

本週 
幼：千俐 

國：宝穎 

子芸/承叡/盈秀、尚哲、晨毓、ocean 

配唱：以諾、依禾、奕嬋、語蓁 
比撒列 初小 

下週 
幼：貞臻 

國：吳牧 

宝穎/承允/盈秀、尚哲、晨毓、ocean 

配唱：珍寧、依禾、奕嬋、語蓁 
比撒列 中小 

 
 
 
 
 
 
 
 
 
 

牧區宣言 
以聖經教導為真理，以基督的愛

恩威並重來牧養，訓練孩童成為

耶穌的學生，並在經歷神的當中， 

生命被改變，成為眾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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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福益人學苑大直長老教會分校 
 

 

社區學習網 預計開課時段 開班對象 內容簡介 學費/開班人數 

素描繪畫班 
邱秀蓁老師 

目前放暑假 

9/7開始至 9/28結束

週一早上 
10:00~12:00 
（請自備畫具） 

對 素 描 臨

摹、陶冶心

性 有 興 趣

的你/妳 

打 開 色 彩 的 眼

界，培養素描繪

畫的基礎及欣賞

畫作的興趣 

一期 12 堂 2,000 元 

開班人數：5 人 

經絡伸展班 
林鸿達老師 

本期至 8/31 結束 

週一晚上 
7:30~9:00 

（請自備毛巾、地墊）

對 紓 緩 壓

力、放鬆肌

肉 有 興 趣

的你/妳 

放鬆情緒，使身

心得到和諧與平

衡，塑造結實的

身體曲線 

一期 12 堂 1,600 元 

開班人數：8 人 

卡拉OK班 
劉台蘭老師 

目前放暑假 

9/9 開始至 10/14 結

束 

週三下午 
3:00~5:00 

（請自帶歌本） 

對 歡 唱 流

行金曲、經

典 老 歌 有

興趣的你/

妳 

學習咬字、真假

音切換、發音、

換氣練習，培養

台風 

一期 12 堂 

會友、社區學員：1,600

元 

一般學員：1,800 元 

每位班費（歌本）：200

元 

開班人數：30~35 人 

體態雕塑班 
劉文英老師 

本期至 8/26 結束 

週三晚上 
6:00~7:30 

（請自備地墊、毛巾）

對 想 讓 自

己身、心、

靈 快 樂 的

你/妳 

運用呼吸牽引肌

力釋放壓力，促

進新陳代謝及血

液循環，增強體

力及肌肉靈活度

一期 8堂 

每位學費：2,000 元 

開班人數：10 人 

歡樂歌唱班 
羅紫瑜老師 

9/3 開課 

週四早上 
9:30~11:30 

（請自帶歌本）

對 練 習 最

新金曲、回

味 經 典 老

歌 有 興 趣

的你/妳 

唱 歌 基 本 功 訓

練；了解自己的

音域；找適合的

調性；發聲、共

鳴 的 運 用 及 練

習；肢體律動、

舞台魅力的養成

一期 12 堂 

每位學費：2,000 元 

每位歌本、影音資料：200

元 

開班人數：25~30 人 

 

 

※以上課程歡迎您來電洽詢及插班、試聽! 

※報名專線：2532-5907#34 社區幹事 

※繳費地點：大直長老教會 社區宣教中心（台北市北安路 655 號 1 樓） 

※上課日期如遇國定假日或教會活動將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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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教會網站介紹 

 
QR CODE 介紹 

 
教會網站 

▲ 網址：http://www.tachihpc.org.tw/ 

▲ 內容：教會介紹、週報下載、見證、牧區介紹、社

區事工、每日靈修 

   

教會官方 line 群組 
Line ID：@xke5453o 

▲ 每週發佈聚會通知 
▲ 教會發佈緊急通知 

 
教會 Youtube 頻道 

 
▲ 講道錄影、活動影片 

 教會奉獻專頁 
 

▲ 線上信用卡奉獻、台灣 PAY 奉獻、ATM 轉帳等 
 

 

每日 Q 一下 
 

▲ 當日靈修經文與講解 
▲ 每日 0：00 發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