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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因為他聽了我懇求的聲音。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 
所以我心中歡樂， 
我必用詩歌頌讚他。 
耶和華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賜福給你的產業， 
牧養他們，扶持他們，直到永遠。 
        －－詩篇 28 篇 6-9 節 

下主日聚會 
(1/10) 

08：00－09：00  第一場禮拜（台語） 

－7 樓禮拜堂 

＊08：00－09：30  手鐘團練習－402 教室 
＊09：10－10：00  第 12 組聚會－504 教室 

  10：30－11：50  第二場禮拜（台語） 

－7 樓禮拜堂 

11：00－12：00  第三場禮拜（華語） 

－5 樓小禮拜堂 

＊12：00－13：30  成人主日學 

－5 樓小禮拜堂 
＊12：30－14：00  社青小組聚會－504 教室 
＊13：00－15：00  亞薩詩班練習－403 教室 
＊14：00－15：30  手鐘團練習－402 教室 
＊13：30－16：00  兩塊錢敬拜團練習 

－5 樓小禮拜堂 

 年 月 日 

 

大有平安、報好訊息 Line@ 

（第 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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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 小會報告 

12 月份小會決議辦理今年度執事候選人提名

選舉，今日（1 月 3 日）上午 9：00～11：00

在教會 604 教室進行投票（選舉 4 名）。 

選務人員： 

 

 

 

＊ 今日 1/3 主日學.團契詩班首長就任 

今日（1 月 3 日）於第二場禮拜舉行主日學

及各團契詩班首長就任式。 

主 日 學：楊騰祥 聖 歌 隊：簡綉琴 

少年團契：鄭丞亮 福 音 隊：陳秀紅 

青年團契：曾  理 婦女詩班：陳文蓁 

社青團契：孫宏拔 男聲詩班：柯博修 

婦女團契：李賽英 亞薩詩班：柯博修 

松年團契：蔡敬民 松年詩班：黃美金 

夫婦團契：柯崇仁 手鐘聖樂團：陳瑞娟 

          蔡純慧 社區讚美操：陳敏卿 

敬 拜 團：王美淑 

＊ 今日 1/3 召開定期小會 

今日下午 1：30 在 604 教室召開定期小會。

請小會員出席。 

＊ 1/8 松年詩班舉辦食安講座 

松年詩班將於 1 月 8 日（本週拜五）下午

1：00～2：00 假 5 樓小禮拜堂舉辦食安講座，

邀請蔡敬民長老主講：「美萊牛豬事件的省

思」。歡迎兄姊邀請朋友出席聽講。 

＊ 1/9 召開財務小組會議 

財務小組訂 1 月 9 日（本週拜六）上午 10：00

在 604 教室開會討論 2020 年度決算及 2021

年度預算，請財務委員出席。 

 

＊ 定期會員和會 1/24 召開 

2020 年度定期會員和會訂今年（2021 年）1

月 24 日第二場禮拜後舉行。會員和會中將進

行長老和執事的選舉，聽取小會、長執會、

團契詩班報告及審核新年度預算。 

● 請各團契、詩班： 

 1 月 10 日（主日）前，提交和會手冊中

的事工報告及預、決算會計報告。 

 1 月 10 日（主日）前，提交會計帳冊，

以供檢帳。 

＊ 兒童冬令營 1/25 開始 

本教會兒童冬令營即將於 1 月 25 日至 2 月 5

日每週一～五，上午 8：20～下午 5：00舉行。

歡迎兒童主日學參加，亦請兄姊或親屬鼓勵

家中國小一至六年級之學童參加。報名請至

一樓櫃台（目前報名 31名）。 

＊ 新冠肺炎教會防疫措施 

鑑於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提醒兄姊注

意： 

1. 請自備口罩參加聚會，進教會前先量體溫、

酒精消毒後再參加聚會。 

2. 如有發燒（額溫高於 37.5℃）請就診並在

家休息；可利用直播參加主日禮拜。 

上主日新朋友介紹 
1. 方元伯弟兄 

2. 黃麟涵姊妹－瑞士回台唸書 

3. 連信道教授－連劼彥弟兄的親人 

4. 連鄭香蘭牧師－連劼彥弟兄的親人 

 

 

 
 

 

下主日 第 1、2 場禮拜（台語） 

題目：是誰在呼喚我 

經文：撒母耳記 3 章 1-10 節 

第 3 場禮拜（華語） 

題目：我們是一個身體  

經文：哥林多前書 12 章 12-27 節 

嚴仁慧長老（長） 

潘茂展長老 黃文聰長老 鄔政宇長老 

林耿模長老 柯崇仁執事 楊宏仁執事 

趙思姿執事 蔡純雅執事 鄭仁柏執事 

陳方正執事 羅偉倫執事 徐佳音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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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會 
 

7樓禮拜堂 
5樓 

小禮拜堂 
604教室 
（六樓） 

504教室 
（五樓） 

405教室 
（四樓） 

404教室 
（四樓） 

403教室 
（四樓） 

402教室 
（四樓） 

401教室 
（四樓） 

         

         

         

         

         

         

         

         

         

         

         

         

         

 
 

 
    

 

幼兒級 

主日學 

兒童級主日學 

403+404+405+406 

教室 

少年團契 

本週壽星 

鄭玉梅 羅益民 施奇妙 

鄭仁仲 王怡心 劉月桂 

黃保國 潘潔兒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詩篇 23 章 6 節 

聖歌隊練習 
9：40～10：10 

敬拜團 
練習 

10：00～11：00 

第 101期 

成人級主日學 

＊本週暫停上課 

下次上課：1月 10 日 

燃愛火ㄟ腳印 — 以馬忤斯旅人 

授課講師：李晶晶 牧師 

上課時間：每主日 12：00～13：30 

上課地點：5樓小禮拜堂 

今 

 

 

 

 

聖歌隊 
練習 

12：00～13：30 

執事提名普選 

9：00～11：00 

定期小會 

13：30～15：00 

手鐘團 
練習 

8：00～9：30 

https://www.lambsteps.com/relation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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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獻金與奉獻證明 
＊ 新年度獻金請用新獻金袋 

新年度獻金請使用新獻金袋（2021 年度）。新

獻金袋包含經常費獻金和建堂獻金。 

（1）放置在週報櫃內的獻金袋若姓名不符，

請交辦公室或招待人員，以便更新。 

（2）去年的獻金袋請自行收回，未收回者，

兩週後將由教會收存。 

● 本會另備單次使用之淡黃色獻金袋，放置

禮拜堂長椅後，來賓或會友可自行取用。 

＊ 奉獻證明需與週報報告相同 

依政府法規要求：本教會財團法人出具「奉

獻證明」，其姓名與總金額需與每週週報獻金

報告相同。 

（1）去年度（2020 年）的奉獻證明將於 4 月

中旬依全年週報登載姓名開立。其金額

會與「和會報告書」中的個人獻金總額

相同。屆時會將「奉獻證明」放置個人

週報櫃，敬請注意。 

＊ 新年度開立奉獻證明注意事項 

新年度（2021 年）獻金到明年要開立「奉

獻證明」，請注意： 

（1）奉獻證明上的姓名及總金額需與今年

（2021）週報中刊登的獻金報告相符。 

（2）以「有志」名義獻金，而欲以奉獻者姓

名開立奉獻證明者，請在今年度第 1 筆

獻金時，通知辦公室，取得編號。以「有

志+編號」登刊在週報獻金報告中。 

（和會報告書仍以「有志+編號」列印。

次年的奉獻證明可以奉獻者姓名開

立）。 

（3）週報刊登原則上以夫妻聯名。奉獻證明

均以兩人聯名開立。若要單以夫名，或

妻名開立，請先告知或在獻金袋註明。 

（4）週報上以父子聯名或母子聯名刊登時，

奉獻證明均以兩者聯名開立。以此類

推。 

● 若發現奉獻後週報上登載的獻金報告中，

姓名或金額或奉獻科目不符時，請即與辦

公室聯絡更正。會於次週週報登載更正。 

週間聚會 

日期 時間 聚會名稱 地點 

拜二 

（5日） 

下午 
1：30 

＊婦女團契參加星中 
東小區聚會（松山教會） 

拜五 

（8日） 

下午 
1：00 

＊食安講座 5樓禮拜堂 

下午 
2：20 

＊松年詩班練習 5樓禮拜堂 

晚間 
7：00 

＊和撒那敬拜團
練習 

5樓禮拜堂 

晚間 
8：00 

＊福音隊練習 403 教室 

拜六 

（9日） 

上午 
10：00 

＊財務小組會議 604 教室 

下午 
3：00 

＊男聲詩班練習 403 教室 

晚間 
7：00 

＊青年團契聚會 403 教室 

二.四.六 

（5.7.9） 

上午 
7：40 

＊社區讚美操 教會頂樓 

肢體消息 
＊ 陳林素勤姊妹 1/16 告別禮拜 

陳林素勤姊妹（第 1 組）於 12 月 21 日凌

晨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壽 92 歲。謹訂

於 1 月 16 日（六）上午 10：30 假台北市

立第二殯儀館至真一廳舉行告別禮拜。請

為遺族代禱，求主安慰。 

＊ 會友服務 

本會會友有一房屋出租－－ 

位於辛亥路四段 21 巷南方藝術宮殿，電梯大廈

15 樓新近整理，即可搬入。28 坪，兩房兩廳一

套半衛浴，前後陽台，交通方便。附熱水器、

冷氣機。月租 20,000 元（不含水電、瓦斯及管

理費）。意洽：張先生 0927-16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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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兒童冬令營 
日期：1/25（一）～2/5（五） 

週一至週五 8：30～17：00在本教會 

對象：國小一至六年級小朋友 

 

 

 

 

 

 

 

七星中會消息 
＊ 1/9 教育部舉辦關懷訓練會 

時間：1月 9日（六）9：30～14：30 

地點：雙連教會 803-804教室 

主題：悲傷輔導與臨終關懷訓練會 

對象：七星中會所屬教會牧者、長執、 

團契會長與幹部同工。名額 88 人。 

報名：請於 1月 3日（今日）前至教會一樓

櫃台報名，費用每人 100元，可於赴

會當日繳交。參加者請自備水杯、餐

具。 

＊ 1/30教育部今年第一次長執培訓 

時間：1月 30日（六）9：00～15：10 

地點：濟南教會（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主題：長執職分與執行 

對象：七星中會所屬教會牧者、長執、 

團契會長與幹部同工。名額 100人。 

報名：請於 1月 24日（日）前至教會一樓

櫃台報名，費用每人 100元，可於赴

會當日繳交。 

松年大學消息 
＊ 松大 2020 年第二學期開始報名 

松年大學新學期已開始報名，請多多介紹新

同學，詳情請參閱簡章（請向許幹事報名）。 

＊ 松大結業寒假期間仍上課班級 

寒假期間仍上課班級如下，有興趣者請洽許

幹事，歡迎試聽插班。 

【日文高級會話班】 

上課時間：每週二下午 2：00～4：00 

指導老師：森晴菜老師  學雜費 1,200元 

【基礎陶笛班】 

上課時間：每週三上午 9：00～10：00 

指導老師：范德彰老師  學雜費 1,200元 

【卡拉 OK 班】 

上課時間：每週三下午 1：00～4：00 

指導老師：余淑慧老師  學雜費 1,800元 

聚會出席  

主日禮拜 第 1場（台） 

第 2場（台） 

第 3場（華） 

2532525名 

222名 

40名 

12月 27日 

合計 287名 

聖歌隊練習 12/27（日）             29名 

      獻詩 12/27（日）             33名 

松年詩班練習 12/25（五）           54名 

        獻詩 12/27（日）           53名 

亞薩詩班獻詩 12/24（四）           37名 

        練習 12/27（日）           30名 

青年團契（12/26）                  15名 

少年團契（12/27）                  13名 

社青團契（12/27）                  11名 

手鐘團（12/27）                    13名 

讚美操 12/26（六）                 14名 

       12/29（二）                 13名 

       12/31（四）                 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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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報告 

少年團契 
聚會內容： 
 
月 日 主題 司 會 司 琴 

1 3 聖經課程 宜雯 陳陞 

1 10 心靈 SPA 丞亮 庭珂 

1 17 聖經課程 丞亮 庭珂 

1 24 專題 浩銘 睿傑 

1 31 小家時間＋禮拜 浩銘 庭珂 

青年團契 
聚會內容： 
  

月 日 主題 主領 司會 

1 9 
啟示錄 

7 個教會（一） 

黃潮益 

執事 
晰予 

1 16 羅馬書 8 曾理 承恩 

1 23 專題 沐恩 曾理 

1 30 
電影欣賞 

<勇者無懼> 
婷瑜 婷瑜 

2 6 關懷活動 
佐瀚 

邵祺 
佐瀚 

 

社青小組 
聚會時間： 

1/10、1/24（日）12：30～14：00╱504 教室 

夫婦團契 

1. 1/17（日）主日禮拜後，在七樓禮拜堂舉辦

專題演講，備有輕食午餐，歡迎會友參加！ 

講題：親子關係 

講員：王美政老師 

（校園團契飛颺青少年輔導召集人） 

王老師充滿智慧活力，擅長以啟發與討論方

式，帶領學生自我突破與成長。 

退休後同樣用啟發思考寓教於樂法，長年在

大台北區多處帶領家長讀書會，深受好評。 

內容： 

★如何培養孩童自信心 

★如何與青少年溝通 

★情緒醫治與改變、 

★如何養成樂觀進取，建立品格與信仰 

2. 3/6（六）舉辦迎新暨初春賞櫻活動，地點：

陽明山公園。 

婦女團契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 

東小區聚今年度第一次聚會 

主    題：「醜陋裡的美麗」 

主 講 員：鄭明堂老師 

日    期：1/5（二） 

時    間：下午 1：30～3：30 

地    點：松山長老教會台北市饒河街 105 號 

電    話：27685181 

交通工具：公車（松山農會站）311、284  

     搭到松山火車站下車步行至饒河  

街夜市巷內 

捷    運：松山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3 分鐘 

松年團契 

1. 4 月下旬的澎湖 4 天 3 夜旅遊將與松年大

學、夫婦團契合辦，來回搭乘飛機，出發

時間預定 4/20、4/26 或 4/27，以能買到機

票為準。遊覽景點： 

第一天：風力發電廠、跨海大橋、大義宮、

通樑古榕、二崁古厝、西台古堡； 

第二天：東海巡航體驗討海樂趣、潮間帶

活動(約 8 小時)； 

第三天：南海碼頭、四島（桶盤、虎井、

望安、七美）、海上火花節表演； 

第四天：青灣海底珊瑚之旅(半潛艇+海洋

牧場)、市區觀光、免稅商店。 

詳情請與蔡敬民會長、許瑜芳幹事或柯崇

仁會長聯絡，非常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大安週報  

 

 

  

 

 

  

  

2. 聚會時間：週三上午 10：00～12：00 

地點：五樓小禮拜堂 

月 日 事工 負責同工 

1 13 

聚會（詩歌、生活新知：

咖啡因對健康的影響、生

活見證：王慕義、劉月

桂、聖經分享：使徒 5、

慶生：1-2 月份）、共餐、

拜訪王慕義、劉月桂契友

(自由參加) 

魯瑞娟 

曾翠蓉 

1 27 
新北投（溫泉博物館、地

獄谷等）半日遊 

陳力逢 

林幸平 

2 10 農曆過年，停止聚會 － 

2 24 陽明山半日遊 
陳力逢

蔡敬民 

3 10 

聚會（詩歌、生活新知、

生活見證：張玉梅、聖經

分享：腓立比 1、慶生)、

共餐、拜訪契友（自由參

加） 

魯瑞娟 

蔡敬民 

3 24 
瑞芳猴峒或台北動物園

半日遊 

陳力逢

蔡敬民 

詩班報告 

聖歌隊 

 一、行事曆： 

1. 1/3（日）主日禮拜：歸互耶和華 

        （歡欣讚美 17） 

2. 1/10（日）主日禮拜：聖羔羊 

         （歡欣讚美 12） 

3. 1/17（日）主日禮拜：我靈之光 

         （歡欣讚美 17） 

二、報告事項： 

 隊長叮嚀：新冠肺炎仍舊肆虐又產生變種病

毒！大家一定要注重最基本的清潔衛生！

出門一定戴口罩、勤洗手！ 

松年詩班 

1. 1/8（五）下午 1：00～2：00 食安講座，由

食安諮詢委員：蔡敬民教授主講：美萊牛豬

事件的省思，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2. 1/8（五）下午 2：20～4：20，在五樓禮拜

堂練歌。 

3. 1/8（五）下午 2：20～4：20 練歌中，慶賀

祝福十九位一月、二月壽星。 

 男聲／亞薩詩班 

  感謝神 2020 年的帶領讓詩班在過去一年有 

美好的事奉，願神在新的一年持續引領我們

用歌聲感動人認識主，歡迎大家一起加入事

奉的行列。日 

1. 1/3（日）下午不練唱。 

2. 1/9（六）下午 3：00，男聲詩班 403 教室

練唱。 

3. 1/10（日）下午 1：00，亞薩詩班 403 教室

練唱。 

4. 1/10（日）男聲詩班獻詩，曲目：求主保守。 

手鐘團 

1. 例行練習：每週主日上午 8：00〜9：30 於

402 教室，内容包含樂曲練奏及基本樂理認

識。 

2. 1/31 第五禮拜獻奏：My Heart Ever Faithful 

3. 由於 1/31 獻奏的準備練習次數較少，擬於

1/10、1/24（日）下午 2：00～3：30 加練 2

次，請隊員儘可能出席。 

婦女詩班 

1. 從 2021 年開始、練習時間更改為每禮拜二

下午 1：30～3：30 

2. 1/5 休息一次，1/12 照常練唱。 

3. 1/17 主日獻詩，曲目：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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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 年 月 日 （ 第  週 ）  

第 1 場（台語）  8:00～ 9:00  

 講道：張主藤牧師 司會：柯崇仁執事 

 奏 樂 （會眾默禱） ...........  林淑真姊妹 

 宣 召 詩篇第 3 篇 1-3 節  ..  司   會 

 

 

△聖 詩 第 26 首 .....................  會   眾 

△祈 禱 （主的祈禱文） .......  司   會 

 

 啟 應 第 25篇（詩篇 103）  司會／會眾 

＋讚 美 ────────────── 

 聖 經 使徒行傳 19章1-7節  司   會 

 講 道 「十二個人的新聲」  張主藤牧師 

 祈 禱  ...................................  張主藤牧師 

 △聖 詩 第 169 首 ......................  會   眾 

 ＋就任式  ──────────────         

△公 禱 

 

 

 獻 金 （楊宏仁執事） .......  會   眾       

 

 

 

  金 句 使徒行傳 19 章 4 節   會   眾 

 報 告 （介紹交誼） ...........  楊宏仁執事 

△頌 榮 第 391 首  .................  會   眾 

△祝 禱  ...................................  張主藤牧師 

 

 

  殿 樂 （安靜默禱，恭受差遣）  林淑真姊妹 

 

第 2 場（台語）  10:30～ 11:50 
講道：張主藤牧師 司會：黃文聰長老 

（會眾默禱） .............................  李婉淳姊妹 

詩篇第 3 篇 1-3 節  ....................  司   會 

 

 

第 26 首「今阮感謝上帝」 .......  會   眾 

（主的祈禱文） .........................  司   會 

 

第 25 篇（詩篇 103）  ................  司會╱會眾 

「歸互耶和華」  .........................  聖 歌 隊 

使徒行傳 19章1-7節  ................  司   會 

「十二個人的新聲」 .................  張主藤牧師 

 .....................................................  張主藤牧師 

第 169 首「懇求聖神降臨」 ......  會   眾 

主日學及各團契詩班首長  .......  張主藤牧師 

                    ...............  會   眾 

 

   

            .........  會   眾 

 

 

 

使徒行傳 19 章 4 節   ...............  會   眾 

（介紹交誼） .............................  趙思姿執事 

第 391 首「謳咾天頂主宰」 ........  會   眾 

 .....................................................  張主藤牧師 

 

 

（安靜默禱，恭受差遣） ...................  李婉淳姊妹 

 

年 月 日 （ 第  週 ）  

音響燈光控制：楊騰祥執事、林書右兄弟 

輪值執事：（1）楊宏仁執事  （2）趙思姿執事 

音響燈光：（1）鄔政宇長老  （2）主控－王亭云姊妹、副控－胡慶祥弟兄、投影－李慧君姊妹 

 

 

 

（會眾唱和 4） 

 
（會眾唱和 1） 

292 首 

 

（會眾唱和 5） 

643 首 

 〔A1B1C1〕 〔A2B2C2〕   〔A3B3C3〕 

趙思姿  劉慧恩   林暐聰 

〔A4B4C4〕  〔D1D2〕   〔D3D4〕      〔4F〕 

楊婷如  羅偉倫 呂宗學  黃秀惠 

為「主日學及各團契詩班首長及同工同心合意的事奉」代禱 

  

 

（會眾唱和 3） 

348 首 

 

 

（會眾唱和 2） 

63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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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
第 3 場（華語）

11：00～12：00  五樓禮拜堂 

主禮：洪崇錦牧師     輪值：陳方正執事 

敬拜讚美：兩塊錢敬拜團 

序 樂  ..............................  兩塊錢敬拜團 

△詩 歌 新的事將要成就  ....  會 眾 

求充滿這地 

與祢更靠近 

△祈 禱  ..................................  主 禮 

聖 經 以弗所書 4 章 17 -24 節 

 ..................................  洪崇錦牧師

講 道 「汰舊換新」  ........  洪崇錦牧師 

回應詩 再次將我更新 

..................................  會 眾 

△祈 禱  ..................................  主 禮 

  獻  金 司獻：陳方正執事   會 眾 

金 句 以弗所書 4 章 1 節 會 眾 

報 告 （介紹交誼） ..........  陳方正執事 

△祝福詩 聖詩第 400 首  ........  會 眾 

△祈 禱  ..................................  主 禮 

△殿 樂  ..............................  兩塊錢敬拜團 

簡報播放：兩塊錢敬拜團 

 關懷執事 

  黃潮益 陳方正 曾冠文 蔡純雅 鄭仁柏 

本週金句
第一、二場 使徒行傳 19 章 4 節 

【台】 4 保羅講：「約翰行反悔的洗禮，給

百姓講著信隨尾伊來的，就是耶

穌。」 

【華】0 4 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訴百姓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

就是耶穌。」 

第三場 以弗所書 4 章 1 節 

【台】 1 所以我惦佇主做囚犯的勸恁：行代

誌著合佇所受的召。 

【華】0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代禱事項
1. 為新年度牧師、長執及團契詩班團隊的事

奉，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2. 為每一個家庭祈禱：家人關係親密並與上

帝連結，成為上帝賜福平安、喜樂、事奉

的家。

3. 近日天氣濕冷，為身體病痛的兄姊代禱，求

主醫治。為年長體弱的兄姊，求主看顧，身

體健康、出入平安。

4. 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求上帝止住疫

情的蔓延，及早研發出有效的疫苗。求上帝

保守大家有儆醒的心，出入公共場所務必

配戴口罩，隨時做好清潔消毒的工作。

（會眾唱和 2） 阿們。阿們。阿們。

（會眾唱和 1） 【所有全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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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章  擁有全德的愛

前言 

    本主日是 2020 年最後一個主日，下一主日我

們就明年見了，因為要過新曆年，我們是否有新的

期待？要活出一個新的樣式，就需要有新的看見與

領受，我們常說「換新、換新」（台語）例如我們知

道運動及健康飲食對身體有助益，我們就會去身體

力行，改善我們舊有的樣貌；新曆年要到了，有人

就想要把一些舊物品來更換及改善；飲食上現代人

注重天然的並且也不隨便吃，健康意識抬頭下，過

去有說「有毛吃到棕蓑，沒毛吃到稱錘」（台語），

這樣的飲食態度不再我們認為健康的樣式。近期大

家討論的議題，是對明年進口來的豬肉牛肉，成分

中有疑慮，新聞炒得沸沸揚揚，到底能吃還是不吃？

我們明年初松年詩班同工會辦食安講座，幫助弟兄

姐妹對於飲食有新的看見，大家一起來省思，也歡

迎邀請社區朋友來聽食安專家的分析。今天使徒保

羅用換新衣來取代舊生命，說明這種生命的改變，

也提供了我們在信仰中的省思，相信一樣有益我們

的身心。 

一、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使徒保羅在之前的經文用比較屬於消極的語

氣，採用否定的字來表達對那些邪惡的態度及行為

的反對。要將這些邪情私欲的「舊我」隔絕出來，

因此他用「否定」的方式。 

    但在今日這段經文中，使徒保羅則是用更積極

的詞句，鼓勵信徒活出信仰的樣式。在經文第 12

節清楚地提到說到「揀選」，這個字希臘文的原文是

表示「分別出來」的意思。使徒保羅說基督徒就是

被揀選出來的族群，而這「揀選」的因素是出於上

帝的愛。 

    上帝在揀選一個人時，並不是讓這個人圖謀自

身的好處，而是要成為上帝的同工，因著神的恩典和

祂的大愛。就像揀選亞伯拉罕時所說的，透過他使

萬民而「蒙福」，祂也揀選歷代的聖徒成就祂的旨意。

使徒保羅特別強調上帝揀選一個人成為祂的同工，

是因為蒙上帝的愛，也因著這份信心的緣故，回應上

帝揀選的愛，保羅認為基督徒應該要活出有憐憫與慈

悲的樣式，在人生命中的苦難時刻要富有同理心，不

可以有輕視疏忽的態度。 

    這牽涉到有饒恕與包容的胸襟，一個相信耶穌

基督為生命之主的人，首先發現到的就是自己的罪

惡，而因為耶穌基督的愛已蒙赦免。會知道生活在

罪惡中的痛苦和無奈，因此，對於弟兄姊妹所犯的

過錯，除了規勸及督責，更多的是給予寬容、鼓勵

及機會，因為我們也曾經是這樣得罪上帝，卻得蒙

赦免拯救的人。 

    使徒保羅對於信仰生命的更新，他用「換新衣」

的方式來作為詮釋，但保羅所運用的不是衣物的階

級或是優越感，而是潔白如衣的聖潔。我們清楚基

督徒受洗後，已經與基督同死且同復活，是基督的

生命在我們裡面居首活著，不再是為自己而活，乃

是要活出這個在基督裡的新身份。我們教會不管是

聖歌隊或是詩班，都會穿上詩袍，這詩袍提醒著我

們在讚美時是穿上新人來讚美，是發自內心對神的

敬畏與詠唱！如同經文所說：「用各樣的智慧互相教

導、規勸，用詩篇、聖詩、靈歌從心底發出感謝的

聲音來頌讚上帝。」（西 3：16）不高舉個人的音樂

技巧，乃是大家同心地吟唱讚美歌頌上主的詩歌。 

二、棄舊換新 

    因著耶穌基督的愛，我們連結成為一個信仰團

契，摒棄舊性情，換上新心志。使徒保羅寫這歌羅

西書一再強調耶穌基督就是教會的核心！因為怕

「披戴基督」以及「生活像基督」太過籠統，所以

他提出了生活上的美德，所以存著憐憫、恩慈、謙

虛、溫柔、忍耐的心，這五種美德就像穿上「基督

就是一切」的新衣，所有信靠耶穌基督救恩的人，

都是和耶穌基督連結在一起，與他同死，也與他同

復活。 

    基督的教會是以愛為教會的根基。而學習愛的

第一步，就是從誠實與謙卑開始的。沒有寬恕的一

小步，就沒有未來的一大步，彼此包容、寬恕是基

督徒生命的特徵，基督徒群體的特徵，不是基於自

身的利益，而是基於耶穌基督的仁愛。曾有個小故

事說道，有位善辯的教授不斷跟一位好友基督徒的

長老辯論信仰，據理力爭，數次爭論到最後，那位

長老說：「教會是不講理的！」而教會不講理那教會

證道：張主藤牧師 

經文：歌羅西書 

3 章 12-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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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講什麼？教授繼續窮追猛打爭辯，長老緩緩地

回答：「教會裡面講的是愛！」後來這名教授成為了

基督徒，會願意成為主的門徒，不是因為教會混亂

無理或是失去理智，而是教會的弟兄姊妹多了在主

裡的彼此寬恕與接納的愛。沒有人不會犯錯或失誤，

在教會當中保羅要我們學習饒恕的功課，我們盼望

得主怎樣饒恕我們，我們也要怎樣先饒恕別人。 

    我們教會很多事工不一定完整、有成效，有時

也會規劃不當或失錯，若不是教會弟兄姊妹的包容

與接納，教會實在難以棄舊換新、繼續進展。在國

外有個在高級社區的教會，他們教會的牧者與長執

花了十幾年的時間，讓弟兄姐妹不分社會階層高低

都能同心來禮拜，彼此接納，來到教會的兄姊不因

身分與穿著而被排斥，因為他們學習在基督裡成為

一體。婦女團契的婦女們頭髮都斑白了，能夠做什

麼？她們一針一線大家輪流打毛線，邊打毛線邊為

要從軍的教會子弟禱告，壯行時送上手作圍巾，成

為年輕人的祝福。這個教會「刻意地」安排溫馨與

接納的服事，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基督的愛為基

礎，牧長同心來安排教會的事奉，讓不同身分與年

齡層的弟兄姊妹都能在這個教會領受到主內一家的

愛，相信年輕的一代也願意回饋這暖心的教會，回

應主的愛，繼續在教會裡彼此祝福。 

    教會的成員屬性是以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所

以我們的成員不會同屬於某個層次，像一般的社團

或組織，而是無論我們的身分地位或學經歷背景如

何，都不是重點，在教會中有沒受教育的兄姐，也

有達官顯要或高知識份子，大家聚集一起不分彼此，

是因為在耶穌基督裡合一，白白領受主的恩，因著

基督的愛。「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弗 1：10）這種同歸於一的概念，我們都很容易

理解，我們不是用身分地位的高低或族群的優越在

宣揚福音，而是從生活見證中，見證耶穌拯救與釋

放的信息。 

 

三、存著愛心的敬拜生活 

    在這一切之外，第一是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

聯絡全部德行的基礎。棄舊換新是保羅很清楚的告

訴我們，是穿上新衣的生活是敬拜的生活，這種敬

拜的生活是彰顯在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棄絕一切

的不義及惡事。使徒保羅對歌羅西教會信徒的勸勉

也提醒著我們，他說：「無論做甚麼，說甚麼，你們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上帝。」（西 3；

17）為了耶穌基督的名，所有耶穌基督的信徒應該

有的使命，讓人因著我們美好的善行，而看到耶穌

基督在我們生命中。 

    第二是基督的平安信息，保羅的書信都有一個

清楚的方向，愛心聯繫一切美德，並且顯明信靠耶

穌基督裡的平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彼此

相愛才能同心敬拜，並且愛心聯絡所有的德行，是

連結各樣德行的基石，有愛就無礙，凡是失去了愛

心的教會，也是失去了基督之愛為基石，這樣的教

會自然沒了美德的光輝力量，也常陷入許多信徒間

的糾紛及不應該有的違紀與混亂之中，又回到舊我

的紛爭結黨，故要以智慧彼此教導和勸戒，這是穿

上新人的基督徒，在教會應有的良心責任。 

    第三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基督信仰福音能夠在

兩千多年來順利傳揚，絕對不是因為深奧難懂的教

義來折服人，也不是因為殿堂華美壯麗而吸引人，

都是因為歷代使徒及宣教師敬畏神，並且熱心傳揚

福音。教會弟兄姊妹無私的愛與奉獻，將信仰落實

在敬拜生活中所見證出來的福音，時常以溫柔的言

語與感恩的心，將基督之愛的信息傳揚，得到周遭

的人所接納，許多受感動的人便跟隨著來信耶穌基

督。 

 

結語 

    基督的平安讓我們成為一體並獻上感恩，我們

所有的信徒都必須在工作的職場上見證出自己在基

督裡的愛，並且奉主的名能在愛連結上增進各樣美

德，有誠實的品格及感謝的心。接近一個新的年，

在主的愛中我們願意擁有憐憫、恩慈、謙虛、溫柔、

忍耐各樣美德嗎？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在團契、家

庭小組、詩班與各樣聚會中有何目標與盼望？我們

會更加地包容及仁慈，還是更加紛爭與四散？我們

有一同彼此關心，在團契同工及小組長用心安排的

聚會下，大家口唱心合來讚美主嗎？願我們教會弟

兄姊妹的情誼，藉著行基督的道，也藉著禮拜聚會

時的詩歌，讚美與歌頌，透過好言行來稱頌神，這

樣的愛會讓人看見生命中有耶穌基督同在，在我們

卑微卻彼此接納的身上，可以經驗在教會大家庭中，

耶穌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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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金報告 
一 12 月 27 日一 

(01) 禮拜獻金 :  

小計 21,474 元，累計 853,545 元 

(02) 定期獻金 : 

小計20筆，111,260元，累計 6,775,265元 

(03) 感恩獻金 : 

小計 22筆，94,800元，累計1,353,710元 

(04) 節期獻金 : 

小計 10筆，20,200元，累計 833,700 元 

－聖誕節奉獻 

 (小計 10 筆，20,200 元，累計 192,800 元) 

(11) 對外獻金（A）一本宗機構 : 

小計 20 筆，25,480 元，累計 744,040元 

－為玉山神學院 

（小計 1 筆，200 元，累計 95,200 元） 

－為退休傳教師奉獻 

（小計 19 筆，小計 25,280 元，累計 27,180 元） 

(13) 指定獻金 : 

小計 25筆，288,500元，累計1,547,460元 

－林孟義獎學金 

（小計 1筆，250,000元，累計 254,000元） 

－主日學 

（小計 2 筆，3,000 元，累計 56,927 元） 

－少年團契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44,800 元） 

－青年團契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34,000 元） 

－社青團契 

（小計 2 筆，2,500 元，累計 10,200 元） 

－婦女團契 

（小計 1 筆，500 元，累計 23,800 元） 

－夫婦團契 

（小計 2 筆，2,500 元，累計 45,200 元） 

－松年團契 

（小計 2 筆，2,500 元，累計 39,700 元） 

－聖歌隊 

（小計 2 筆，5,000 元，累計 211,300 元） 

－婦女詩班 

（小計 1 筆，5,000 元，累計 58,275 元） 

－松年詩班 

（小計 2 筆，1,500 元，累計 103,000 元） 

－男聲詩班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93,775 元） 

－手鐘聖樂團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40,750 元） 

－大安社區讚美操 

（小計 6 筆，8,000 元，累計 40,800 元） 

建堂獻金報告 
199,100 元，累計 3,513,470 元 

1、口數獻金     每口：5,000 元 

（小計 9筆，190,000元，累計 2,375,000元） 

2、不定額獻金      : 

（小計 6 筆，6,300 元，累計 554,650 元） 

3、每月獻金   每口： 

100 元 X12 個月= 1,200 元 

（小計 6 筆，2,800 元，累計 579,0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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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口乾會獻金（今年目標 15 大口） 

（小計 0 筆，累計 11 大口） 

2、小口乾會獻金（今年目標 100 小口） 

（小計 0 筆，累計 67.5 小口） 

 

截至 12/31止轉帳至電子奉獻帳戶未通知明細如下： 

 

請來電 02-27064477 或 E-mail 至：taan4477@gmail.comt  

通知轉出帳號後 5 碼及奉獻者及項目，謝謝。 

奉獻的意義 
瑪拉基書 3 章 10 節－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

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

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

容。」 

我們之所以要奉獻，不是因為上帝或教會缺錢， 

因為天上地下一切都是屬於上帝的， 

甚至我們的一切都是上帝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的奉獻不但是要感謝上帝， 

也是應該的，是必要的。 

上帝也給我們機會， 

讓我們透過奉獻來參與 

上帝的工作﹑教會的工作； 

另一方面，也透過奉獻， 

讓所有需要的人經歷到 

實際的幫助。 

上帝要我們聽道，也要行道， 

奉獻便是愛上帝的行動。 

互助社報告 
＊ 收支報告（12 月 27 日） 

收 入 計    361,602 支 出 計    174,861 

股金  62 筆 51,390 備轉金  4

筆 

  174,861 

還款  13 筆 239,867   

利息  61 筆 53,158   

備轉金 5 筆 5,800   

儲蓄部 2 筆 2,000   

違約金 1 筆 6   

其他  12 筆 9,381   

＊ 累計 
總資金 114,650,035 貸款結餘 62,225,560 

股金 98,286,369 可用資金 31,030,170 

備轉金 834,952 其他資產 22,232,257 

儲蓄部 3,000   

合 計 115,487,987   

社員大會訂於 1/24（主日）召開 

社員大會訂於 1 月 24 日(主日)會員和會後召開，

會中舉行社員教育、摸彩；結束後分發股息及紀

念品，請社員踴躍出席。 

2020年國際儲蓄互助社節主題 

「Inspiring hope for a global community.」 

  儲蓄互助社重燃社區希望之火  

 

 

 

 

 

 

 

 
 

日期 摘要 存入金額

2020/4/27 ATM 轉帳 2,000

2020/5/4 ATM 轉帳 2,500

2020/7/1 ATM 轉帳 2,000

2020/7/20 ATM 轉帳 1,000

2020/12/21 ATM 轉帳 1,000

守望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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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園地 

主日學課程簡介 

1月 3日  

第五課：耶穌經歷試探  

本課經文：馬太福音四 1~11、馬可福音
一 12~13、路加福音四 1~13  

本課目的：瞭解撒但的計謀，並學習運  

用主的話來抵擋撒但的詭計。  

具體目標： 

上完本課後，學生能夠: 

1. 養成每日讀經的習慣。 

2. 每週至少背一句金句。 

金  句：「祂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
的光。」（詩篇一一九 105） 

品格教育：果斷  

每日讀經： 

週一：馬太福音四 1~11 

默想：為什麼耶穌也會經歷試探？ 

週二：馬太福音四 1~11 

默想：當引誘來臨時，該如何學習耶穌的榜樣

？ 

週三：路加福音四 1~13 

默想：耶穌付出了什麼代價來勝過這些試探

？ 

週四：馬可福音一 12~13 

默想：我該如何預備自己，成就神所託付給

我的工作？  

週五：希伯來書二14~18 

默想：耶穌受過試探，對我們有何關係？ 

週六：哥林多前書十五 57 

默想：我如何處理曾經遇見過的試探？ 

週日：詩篇十六 1~11 

默想：本篇詩篇給我什麼確據？ 

 1月 10日  

第六課：耶穌醫治病人 

本課經文：約翰福音五 1~18 

本課目的：相信耶穌有能力醫治身體或  

心靈生病的人  

品格教育：果斷  

 

主日學事奉同工 
事工項目／時間 1月 3日 1月 10日 

詩歌教唱 林佳樺 林佳樺 

合班伴奏 徐佳音 楊幸純 

禮拜信息 張美青 戴千惠 

台語金句教學 張美青 戴千惠 

禮拜司會 張約呈 陳大仁 

前奏&奉獻司琴 陳以樂 羅芊涵  

品格一點通 
小志先生在十幾歲時因為跌倒而折斷了

脖子，從此以後，他必須一直躺床上，無法下
床活動。但他是一位樂觀的病人，從不因為身
體狀況如此就自哀自憐，反而是用積極活潑的
心來面對自己的難處，許多去探望他的人本來
想去安慰他，反而都被他鼓勵哩！ 

有一天，有個朋友去看他時，問他一句話： 
「你遭遇這樣的災難，難道從來沒有懷疑

過神嗎？」 
「喔，……剛開始曾經埋怨過神為什麼讓

我折斷脖子……」他想了一下，繼續說：「魔
鬼也是想盡辦法來試探我，讓我灰心、沮喪，
甚至讓我覺得活著沒意義……」 

「魔鬼怎麼試探你呢？」朋友好奇地問。 
「當我的朋友來看我時，魔鬼就輕聲地對

我說：『你看，如果神是慈愛的，為什麼讓你
脖子折斷了，讓你躺在床上甚麼事也不能做？
你看，別人都可以活動自如，只有你不行，神
討厭你，對你不好！』」 

「當魔鬼對你這樣說的時侯，你怎麼辦
呢？」朋友問。 

「我就帶牠去看那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指著耶穌身上的傷痕說：『你看，耶穌為我的
罪釘死在十字架上，祂是這麼的愛我！』魔鬼
看我這麼堅定，就答不出話來，趕快逃走了。」
小志先生微笑著說。 

小志先生雖然失去健康，但他很努力學習
生活上的自理，神也不斷幫助他突破難關。當
面臨惡劣環境的時侯，我們需要的不是抱怨、
畏縮、擔心或害怕，而是積極地勇於面對、嘗
試，我們就會發現，很少有甚麼困難能夠成為
攔阻我們前進的真正障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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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週報 
主日學教師 

校長：楊騰祥 主任：林美娟（國小級） 

會計：郭毓琦 劉慧恩（幼兒級） 

出納：劉慧恩 

課程流程 

 幼兒級（401、404 教室） 

10：00～10：30 玩具時間 

10：30～11：00 聖經故事 

11：00～11：30 美勞與點心 

 國小級（403、405、406教室） 

10：00～10：30 詩歌讚美 

10：30～11：15 兒童崇拜 

11：15～11：45 分班    

 成人級 

A時段 9：10～10：10 

B時段 12：00～13：30 

上週出席與奉獻 

12/27 

級別 班別 出席 小計 奉獻小計 

幼兒級 
幼幼班 12 名 

17 名 810 元 
幼兒班 5 名 

國小級 

1 年 3 名 

18 名 350 元 

2 年 6 名 

3 年 4 名 

4 年 2 名 

5 年 2 名 

6 年 1 名 

學生總出席  35 名 

1,160 元 
教師總出席  13 名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 章 6 節 
 
 

上週師生出席次數 
幼兒級  

幼幼班教師     

潘婧君 42   曾 妍 15   賴芳霖 16  楊幸純 10 

 莊以理  7 潘沛岑 23 潘廷瑋 23 潘廷豪 23 

 洪靜禾 33 蘇品玹 20 徐可芸 16 王苡恩  9 

 林彥伯  7 王愷琳 20 羅倚安 40 陳信妍 17 

 林彥廷  5 吳  悠  5 洪秉逸 22 巴 允 18 

 陳宥綸 23 吳紀萱 24 林欣霓  6 鄭安均  1 

幼兒班教師     

吳君慧 28   郭毓琦 28   洪千惠 12 

 廖韋翰 21 陳逸榛 25 陳亞樂 10 潘沛妤 22 

 林祐妃 30 蘇 殷 33 林采臻 17 林樂嘉  

 孫長奕    馬莉亞  6 沈棕一  1 林芯蕾  9 

 吳瑄穎  3 張庭翊   7 魏可甯   14   

 
國小級  
同工:  

郭穎惠 24  徐佳音 11 廖淑芳 21  徐箴宜 8 

一、 二年級教師 戴千惠 42 林美娟 27 

一年級 

 洪苡晴 21                                                                           羅紹天 42 羅倚恆 35 曾凱飛 35 

 巴 恩 21       

二年級 

 黃渝惟 41 陳以樂 42 鍾妍茜 1 范品硯 32 

 蘇品熙 18 張約允 15 張洧倫 6   

三、四年級教師 林佳樺 37 楊婷瑜 14  楊宇婷 

三年級 

 曾愷晴 36 莊以諾 14 林立陽 19 許晨晞 11  

 鈕樂主  林謙宇  2 魏芷甯 16 張所羅門 14 

 鍾妍湘  王大仁 21     

四年級 

 柯唯豐 38 王謙恩 11 徐子涵 4 林耀主  

 沈立恆  4 羅邦元  廖廣倫  邱子婕  

 樂同  1 曾宣容  1     

五、六年級教師 吳雅恩 35 溫浩傑 20 

五年級 

 羅芊涵 42 林芊霈 12 黃主約  6 張佳恩  

 羅唯庭        

六年級 

 林祐諒 32 許家恩  王之學 1 林昀靜  1 

 張約呈 12       

註：姓名後之數目為今年累積出席數，下加底線表示其上週出席。 

  

 

  

 

  

 

  

 



 

 

 

 

 

 

 

 

 

 

 

 

 

 

 

 

 

 

 

 

 

 

 事奉同工 
  本週（1/3）  來週（1/10）    本 週 來 週 

主日講道（1、2）  張主藤牧師  張主藤牧師   司獻（2） 趙思姿 （A1+B1+C1） 劉慧恩 （A1+B1+C1） 

主日講道  （3）  洪崇錦牧師  林耿真牧師    劉慧恩 （A2+B2+C2） 林暐聰 （A2+B2+C2） 

禮拜司會  （1）    柯崇仁    楊志仁    林暐聰 （A3+B3+C3） 楊婷如 （A3+B3+C3） 

禮拜司會  （2）    黃文聰    李明恭    楊婷如 （A4+B4+C4） 羅偉倫 （A4+B4+C4） 

輪值執事  （1）    楊宏仁    趙思姿    羅偉倫 （D1+D2） 呂宗學 （D1+D2） 

輪值執事  （2）    趙思姿    劉慧恩    呂宗學 （D3+D4） 黃秀惠 （D3+D4） 

輪值執事  （3）    陳方正    黃潮益    
黃秀惠 （4F） 徐佳音 （4F） 

司  琴  （1）    林淑真    徐佳音    

司  琴  （2）    李婉淳    潘潔明    
插   花 

 
王燕琴 

  
方淑美 

 

音響控制  （1）  

（早） 
   鄔政宇    王美淑     

音響控制   （2 主）
（   （2） （主） 

   王亭云    胡慶祥        

音響控制   （2 副）   

（投） 
   胡慶祥    楊宏仁   禮拜堂清潔 吳琰秋 （7F） 劉慧恩 （7F） 

簡報播放  （2）    李慧君    李慧君    鄭仁宗  楊婷如  

敬拜讚美  （3） 兩塊錢敬拜團 和撒那敬拜團    羅偉倫 （8F） 王永富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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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羅益民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 1 巷 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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