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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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稱謝禮拜 2 月 12 日（拜五）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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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 2/12 新春稱謝禮拜 

新春稱謝禮拜訂 2月 12日（大年初一，拜五）

上午 10：00 舉行，禮拜後將為每一戶家庭拍

照留念，並享用茶點交誼。 

● 拍照服務： 

2 月 12 日 鄔政宇長老 

2 月 14 日 林耿模長老 

2 月 21 日 鄔政宇長老 林耿模長老 

＊  2/14 三場禮拜聯合舉行 

2 月 14 日（大年初三）三場禮拜聯合於上午

10：30 舉行。2 月 21 日恢復三場禮拜。 

＊  2/21 舉行新當選長老及執事就任 

1月 24日定期會員和會順利選出長老與執事，

並訂於 2 月 21 日（主日）第 2 場禮拜中舉行

授職就任。 

長老：洪溫祝 楊騰祥 蔡純雅（新任） 

執事：林暐聰 潘潔明 王仁邦（新任） 

＊ 2/21 召開定期任職會、長執會及小會 

2 月份定期任職會、長執會及小會將延期於 2

月 21 日（主日，原訂 2 月 7 日）下午 1：30

在地下一樓教室召開，請新舊任長執出席，

並請主日學及各團契詩班正、副首長列席。

長執會後續開小會。 

● 各事工委員會、主日學及團契詩班若有書

面報告，請於 2 月 17 日（拜三）前提交。 

＊ 去年（2020 年）週報合訂本裝訂中 

本教會去年（2020 年）週報合訂本裝訂中，

分上半年及下半年兩冊，有意保存者請向櫃

台購買，兩冊僅收裝訂費 150 元（或獎品點

券 15 點）。 

● 若有自己保留去年全年 52 週週報者，請交

給櫃台或辦公室，將免費代裝訂為合訂本

（送交前，請拔除每週週報的訂書針）。 

＊ 2/28 松年大學開學禮拜 

松年大學將於 2 月 28 日（主日）舉行開學禮

拜，3 月 2 日（拜二）開始上課，備有課程

簡章，歡迎兄姊踴躍報名，詳情請洽松年大

學許瑜芳幹事。 

＊ 教會辦公室 2/10～16 春節休息 
2 月 10 日（拜三）～16 日（拜二）為農曆春

節假期，教會辦公室休息。兄姊如有緊急事

務，請聯繫各家庭小組組長或張主藤牧師。 

張主藤牧師：0958-156-537 

 

 

 

 

 
 

 

 

 

下主日聚會 
(2/21) 

＊08：00－09：00  第一場禮拜（台語） 

－7 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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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30  敬拜團靈修&會議 

－5 樓小禮拜堂 

13：30－16：00  定期任職會╱長執會╱小會 

－地下 1 樓 

13：30－16：00  兩塊錢敬拜團練習 

－5 樓小禮拜堂 

 下主日  第 1、2 場禮拜（台語） 

 題目：你是宣告救恩的人 

 經文：約拿書 3 章 1-5 節 

 

 第 3 場禮拜（華語） 

 題目：地下水迸發與暴雨狂降之

愛…… 

 經文：創世記 9 章 8-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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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會（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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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間聚會 

日期 時間 聚會名稱 地點 

拜二 

（16日） 

晚間 
7：00 

＊敬拜團聯合練習 5樓禮拜堂 

拜三 

（17日） 

晚間 
7：00 

＊敬拜團聯合練習 5樓禮拜堂 

拜五 

（19日） 

晚間 
7：00 

＊和撒那敬拜團 

    練習 
5樓禮拜堂 

晚間 
7：00 

＊亞薩詩班 403教室 

晚間 
8：00 

＊福音隊練習 7樓禮拜堂 

拜六 

（20日） 

晚間 
6：30 

＊敬拜團聯合 

禱告會 
5樓禮拜堂 

晚間 
7：00 

＊青年團契聚會 403教室 

本週壽星 
黃美金 林素真 柯崇仁 

范春梅 周素絹 藍雀霧 

王麗婷 柯博修 王曼恩 

蔡麗雲 柯博修 王曼恩  

上主日新朋友介紹 
1. 陳啟隆弟兄－陳文生弟兄的姪子 

2. 林良芬姊妹－陳文生弟兄的姪媳 

3. 謝崇仁弟兄－談綏鄉長老的表弟 

4. 曾宜珍姊妹－談綏鄉長老的表妹 

 

幼兒級 

主日學 

兒童級主日學 

403+404+405+406 

教室 

少年團契 

聖歌隊練習 
9：40～10：10 

兩塊錢 

敬拜團 

練習 

13：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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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報告 

少年團契 
聚會內容： 
 
月 日 主題 司 會 司 琴 

2 14 電影欣賞 － － 

2 21 運動會（或出遊） 
全體 
同工 

－ 

2 28 聖經課程 陳陞 庭珂 

3 7 慶生會 
陳陞 
浩銘 

庭珂 

青年團契 
聚會內容： 
  

月 日 主題 主領 司會 

2 13 過年（聚會暫停） － － 

2 20 羅馬書 9 晰予 晰予 

2 27 
慶生會 

（小魚阿嬤家） 
維理 維理 

3 6 
潮益哥－啟示錄 

7 個教會（二） 
潮益哥 曾妍 

夫婦團契 
夫婦團契迎新初春賞櫻半日遊 

日期：3 月 6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00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二停車場）／水濂洞區。 

交通：（請自行前往） 

一、搭乘台北市公車 

A.109 路＞起站（萬芳社區） 

B.111 路＞起站（迴龍捷運站） 

C.128 路＞起站（石牌捷運站） 

D.681 路＞起站（内湖焚化廠） 

以上皆搭到終點站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二、搭乘自用小客車 

可自行開車前往，經陽明山前山公園續往陽金

公路至陽明山公園管理處第二停車場，有準備

花季汽車通行證，欲開車者請向柯崇仁執事索

取。 

費用：100 元/人，含簡餐水果 

備註：請自備飲水遮陽傘桌巾 

報名：請在櫃枱登記繳費 

松年團契 

1. 2/24（三）與松大合辦「陽明山半日遊」，

同時舉辦行程為：上午 9：00 在捷運劍潭

站 1 號出口集合，搭紅 5 公車＞陽明山公

園賞花＞10：45 在大時鐘旁集合，搭小 8

或小9公車＞竹子湖，走海芋步道（很平），

觀賞或採海芋花＞享受自備午餐，團契招

待竹子湖地瓜湯，吃到飽＞自行搭小 8 回

捷運石牌站或小 9 公車回捷運北投站。同

時舉辦攝影比賽，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不

需預先報名。 

聯絡人：陳力逢弟兄（0910-219-119） 

林幸平弟兄（0932-012-690） 

蔡敬民長老（0936-696-868） 

2. 每月第 2 個週三聚會，時間：上午 10：00

～12：00；地點：五樓小禮拜堂；第 4 個

週三與松大舉辦活動。 

月 日 事工 負責同工 

2 24 陽明山＋竹子湖半日遊 
陳力逢

林幸平 

3 10 

聚會（詩歌、生活新知、

生活見證：鄭玉梅、張

惠美；聖經分享：腓立

比 1、慶生）、共餐、

拜訪張惠美契友（自由

參加） 

魯瑞娟 

蔡敬民 

3 24 
瑞芳猴硐或台北動物園

半日遊 

陳力逢 

蔡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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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報告 

聖歌隊 

一、行事曆： 

1. 2/14（日）主日禮拜：阮感謝祢，主啊 

                     （來頌讚主 4） 

禮拜後不練歌，新年快樂！ 

2. 2/21（日）主日禮拜：我已經決心欲跟隨耶穌 

                     （來頌讚主 4） 

3. 2/28（日）主日禮拜：永遠愛疼之真光 

                     （歡欣讚美 12） 

二、報告事項： 

1. 出遊拜年仍舊別忘了戴口罩、常洗手，過個

健康平安年。 

松年詩班 

1. 二月份整月放假暫不練唱，如有特別需要，

會另行通知。 

2. 祝福各位兄姊新年快樂，主恩滿溢。 

男聲／亞薩詩班 

1. 本詩班在去年10月31日赴高雄海埔基督長

老教會參加「2020 高雄聖樂觀摩會」的光

碟片，感謝中華民國聖樂促進會製作並相贈，

歡迎有興趣聆賞的弟兄姊妹向本詩班團長

或團員借光碟片。 

2. 練唱時間，原於教會未召開小會的主日下午

1：00 至 3：00 練唱，二月份為配合教會事

工及春節假期，練唱日期及時間調整如下： 

2/19、2/26（五）晚上 7：00 至 9：00 在 403

教室，竭誠歡迎有興趣以詩歌服事的弟兄姊

妹們一起加入練唱。 

3. 應中華民國聖樂促進會之邀請，預計於三月

獻唱由連信道老師作曲、鄭香蘭牧師作詞的

詩歌：「成全於聖徒」，並代表臺灣錄製成影

片，送至世界華人聖樂促進總會，將於今年

的復活節向全世界華人聖樂促進會發表。請

各位兄姊為此籌備事工代禱、奉獻，望能藉

此影片的發表，來吸引更多的人走進教會。 

手鐘團 

經過數個月緊湊無休的獻奏練習後，二月份

全月暫停團練，讓團員好好休息，3/7 恢復

正常。 

婦女詩班 

1. 二月開始練歌時間更改為： 

每週一下午 1：30～3：20  

2. 2/15 放農曆年假不上課，2/22（一）恢復練

唱。 

3. 2/22（一）中午 12：00 於 B1 聚餐交誼。 

敬拜團 

 

活動 靈修&會議 內訓課程 

2 月 2/20 

聯合禱告會 

2/21 

靈修分享會＋
下季事工排程

（1hr） 

－ 

3 月 

3/28 

復活節詩歌 
快閃（1hr） 

－ 
3/7、3/14  
器材及音控 
操作實務 

內訓課程暫定講師： 

1. 器材及音控操作實務： 

3/7 葉毅錚哥、3/14 王亭云姊 

2. Vocal：4/11、4/25 鄭雅云姊 

3. 敬拜技巧實務（和撒那敬拜團） 

5/2、5/23 吳振宇哥 

4. 敬拜技巧實務（兩塊錢敬拜團） 

6/6、6/20 吳振宇哥 

松年大學消息 
＊ 2/24 與松契合辦「陽明山半日遊」 

2/24（三）與松契合辦「陽明山半日遊」，同

時舉辦攝影比賽，歡迎大家踴躍參加。當天

請於上午 9：00 在捷運劍潭站 1 號出口集合。

詳細行程請參考松年團契報告（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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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到我們』兒童冬令營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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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郭世暘弟兄 

“In Him we were chosen, having been 

predestined according to the plan of Him who 

works out everyth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urpose of his will.” – Ephesians 1：11 

 Six years ago I was asked if I wanted to go 

through my confirmation 

ceremony. Many uncertain 

thoughts ran through my 

head like a stampede, and 

all I could say was, “I’m 

not ready.” It was during a 

time when my mind was 

clearly not in the right 

place, I was drawing myself away from the 

church, mainly because of schoolwork, and also 

because I’m just not interested. Don’t get me 

wrong, my faith was still pretty strong at that time, 

I’ve only concluded that I didn’t feel the need to 

confirm my belief in front of everyone, this 

religion is just between me and God. No one else.  

 So why now? Why after all this time have I 

decided to go through this confirmation 

ceremony? Well, this all started near the end of 

2019. Finished an exam, found new hobby, and 

my life was pretty decent, didn’t have much to 

care about except me. That’s when my brother 

asked if I wanted to join the church band, and of 

course I said no, because I wasn’t into it, even 

when all my friends are there. I was always 

thinking, “What if I don’t like it if I joined? What 

if going back to this church is a bad idea, and I’d 

feel obligated to do something I don’t want?” 

Having those thoughts caused me to dismiss the 

idea, and it felt indifferent,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ould change my life. 

 When 2020 came, it came like a kick in the 

nuts. People were panicking, getting sick, and 

dying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everything going 

on, it had me thinking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live. Then the band asked me for the third time 

if I was willing to serve with them. A thought 

sparked into my head, and my life changed. All 

my life, I’ve always thought about possible 

outcomes and kept saying “why” and “what if?”, 

and I realized those thoughts has brought so 

much regrets in my life. 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said, “Why not?”  

 To this day I am still grateful to God for that 

decision. 

 Serving with the band has changed my 

perspective on my religion and my life. I becam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new challenges, and with 

a lot of help, more willing to meet more people. 

Because of my fellow bandmates and friends,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s grown immensely over 

this past year, to extents unimaginable to me. I’ve 

always thought that I can gain nothing from being 

at church, now I just want to see how much I can 

give to the church. That, in fact, has helped me 

gained so much more. My mind, my heart, and 

my soul were stronger than ever.  

 “I can do all this through Him who gives me 

strength.” – Philippians 4：13 

 Call it a leap of faith, a gut check. I trust God 

to guide me through good times and bad ones. He 

has prepared a path for me, and I intend to walk 

it, whatever it may bring. I have found myself 

through His grace, and He has saved me. 

 I am in this for real. 

（為尊重當事人，以英文刊登，欲知詳細見證內容，請洽郭世暘弟兄） 

本週金句  
2/12 新春稱謝禮拜 提摩太前書 1 章 14 節 

【台】   14 閣咱的主的恩典是格外豐盛，互

我佇基督耶穌有信有疼的心。 

【華】 0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

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2/14 三場禮拜聯合 民數記 6 章 24-26 節 

【台】24-26 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願耶

和華互伊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

你。願耶和華歡喜的面看你，賞

賜你平安。 

【華】24-26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

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大安週報  

 

 

新春稱謝禮拜年 月 日  

 上午 10:00～ 11:00                 講道：張主藤牧師    司會：陳文蓁長老 

 奏 樂 （會眾默禱）  ............................................................................................  林淑真姊妹 

 宣 召 以弗所書 4 章 20-24 節  ................................................................................  司   會 

 

 

△聖 詩 第 435 首「今咱大家來吟詩」  ................................................................  會   眾 

△祈 禱 （主的祈禱文）  ........................................................................................  司   會 

 

 

 啟 應 第 17 篇（詩篇 65）  .................................................................................  司會／會眾 

 讚 美 1.「主啊，懇求祢」 2.「主必幫助你」  ................................................  讚美操團隊 

 聖 經 提摩太前書 1 章 14-17 節 ...........................................................................  司   會 

 講 道 「舊恩傳新事」  ........................................................................................  張主藤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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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第 534 首「有一項事實在好聽」  ............................................................  會   眾 

 獻 金                                     ................................................  會   眾 

 

 

 金 句 提摩太前書 1 章 14 節  ..............................................................................  會   眾 

 報 告 （介紹交誼） ..............................................................................................  楊志仁執事 

△祝福詩 第 397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  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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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 （安靜默禱，恭受差遣）  ........................................................................  林淑真姊妹 

─── 全家福照相－禮拜堂（拍照服務：鄔政宇長老）─── 

茶點交誼－7 樓╱1 樓 

〔A1B1C1〕   〔A2B2C2〕     〔A3B3C3〕     〔A4B4C4〕 

楊志仁  李恩仁   楊宏仁   黃忠信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五次 

 

 

（會眾唱和 2） 

635 首 

阿們，阿們，阿們！ 

 

（會眾唱和 4） 

634 首 

 

聖哉，聖哉、聖哉，我心虔誠來尊崇。我心深知對祢吟講：至聖我的主。 
（會眾唱和 1） 

292 首 

此時阮到你聖殿，豈可白白受恩典；雖然報答極膚淺，願你鑒納阮所獻，阿們。 

 

（會眾唱和 3） 

 輪值執事：楊志仁執事     音響燈光：主控－林暐聰執事、副控－鄔政宇長老、投影：王美淑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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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 年 月 日 （ 第  週 ）  

三場禮拜聯合  上午 10:30～ 11:50    講道：洪崇錦牧師     司會：溫宏信長老 

 奏 樂 （會眾默禱）  ............................................................................................  陳謙光老師  

 宣 召 詩篇 65 篇 4 節  ..............................................................................................  司   會 

 

 

△聖 詩 第 9 首「萬有相及聚集歡喜」  ................................................................  會   眾 

△祈 禱 （主的祈禱文）  ........................................................................................  司   會 

 

 

 啟 應 第 59 篇（羅馬 10）  .................................................................................  司會／會眾 

 讚 美 「阮感謝祢，主啊」  ................................................................................  聖 歌 隊 

 聖 經 民數記 6 章 22-27 節  .................................................................................  司   會 

 講 道 「亞倫的祝福」  ........................................................................................  洪崇錦牧師 

 祈 禱  ......................................................................................................................  洪崇錦牧師 

△聖 詩 第 580 首「我心大歡喜，我的嘴著吟詩」  ............................................  會   眾 

△公 禱 為「新春期間，各家庭出入平安」  ........................................................  會   眾 

 

 

 獻 金                           ....................................................................  會   眾 

 

 

 

 

 金 句 民數記 6 章 24-26 節  .................................................................................  會   眾 

 報 告 （介紹交誼） ..............................................................................................  黃秀惠執事 

△祝福詩 第 399 首「願上主大仁愛」  ....................................................................  司   會 

△祝 禱  ......................................................................................................................  洪崇錦牧師 

 

 

 殿 樂 （安靜默禱，恭受差遣） ......................................................................  陳謙光老師 

─── 全家福照相－禮拜堂（拍照服務：林耿模長老）─── 

 

〔A1B1C1〕   〔A2B2C2〕    〔A3B3C3〕 

黃秀惠  楊宏仁   鄭仁宗 

 〔A4B4C4〕    〔D1D2〕      〔D3D4〕       〔4F〕  

柯崇仁  楊志仁   陳冠州   李恩仁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五次 

 

（會眾唱和 2） 

635 首 

阿們，阿們，阿們！ 

 

（會眾唱和 5） 

634 首 

聖哉，聖哉、聖哉，我心虔誠來尊崇。我心深知對祢吟講：至聖我的主。 
（會眾唱和 1） 

292 首 

此時阮到你聖殿，豈可白白受恩典；雖然報答極膚淺，願你鑒納阮所獻，阿們。 

 

（會眾唱和 4） 

 輪值執事：黃秀惠執事     音響燈光：主控－王美淑姊妹、副控－林耿模長老、投影：楊宏仁執事 

 

 

 

求祢俯落聽阮祈禱，祢的子兒謙卑求討，阮若所求合祢旨意，願祢應允顯出慈悲。阿們。 

 

（會眾唱和 3） 

634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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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章            只傳榮耀的基督 

 
前言 

    我們處在網際網路、資訊爆炸的現代世界，好

消息是我們能知道太多的訊息，壞消息也是我們知

道太多的訊息，甚至是假訊息，到底什麼訊息對我

們而言是好的，是有益處的？繪聲繪影又似假如真

的訊息，充斥我們的媒體與智慧型手機，常常使人

「看一個影，生一個子」（台語），如果不查證的話

不但造成誤會或衝突，許多危言聳聽之事、假的「破

盤大特價」或低價的贗品，這些消費者認為機會難

得的好消息，最後幻變成了蒙受諸多損失的壞結果。

我們喜歡聽到什麼好消息？如果真實的好消息是使

我們蒙福並得益處的「福音」，那麼現代人應該聽到

的福音是什麼？ 

一、福音是什麼？ 

    在哥林多後書四章這裡，使徒保羅論述到所傳

的福音讓人難以明白，他說那是走向滅亡的人才不

明白，「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

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林後 4：4）原來我們認為福音的好消息應該人人

都懂，但這裡論及的福音，不是街頭巷尾「吃好道

相報」（台語）的口腹滿足或物質收穫，大家認為東

西品質好又便宜就一窩蜂去團購或苦等候排隊，也

不是「隱藏版」的美食，就算巷子深仍具強大的吸

引力……保羅所說的福音是有關於生命的問題，關

乎信仰也需要付出、信心與委身，所傳是指著耶穌

基督，是上帝的真像，關於信仰的相信與依靠，他

說這些人不信，是因為這世界的神明（另一股勢力）

影響著他們，雖肉眼看得見，但心眼卻被弄瞎了，

使他們看不見福音的光；保羅說這使人得見光明的

福音，是關於耶穌基督的榮耀，祂是神道成肉身成

為人的樣式，基督是上帝的真像。 

    許多教會或傳道人為了讓基督福音更為人接受，

為著傳講的信息暢銷，使教會人數能倍增，所以在

基督的福音中，又加了許多世界的調味料，剛開始

原本是為了吸引人來教會聽福音，透過佈道會、福

音聚會及各樣的小組活動，來幫助人打破界線進入

教會，但這世界的調味料愈加愈多，甚至蓋過了原

本食材的味道，到最後不是獲得營養分，而是吃進

了太多人工添加物；來聽福音的人口味愈來愈重，

他們呼喊說要看到更大的神蹟奇事、要經歷加倍的

祝福恩膏，使大家更為成功及富裕不然就不奉獻給

教會！愈來愈不像是原來所傳的基督福音，但因為

教會勢力龐大會眾甚多，「指鹿為馬」下於是成為了

一套宣教攻略，大家爭相仿效學習，因為快速又有

效，目眩神迷之下，保羅說這是假教師的另一種福

音，不是真正十字架救贖的基督福音。 

    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教會生活，在言行中都在敘

述什麼福音？有些軟弱的基督徒為了生意事業，想

透過教會眾多弟兄姊妹的人脈與資源，能夠讓事業、

信仰兩得意，我們也聽聞教會界發生過有兄姊剛加

入教會就開放家庭歡迎來聚會，並且比牧師長執更

熱心殷勤於探訪，其實是為了推銷產品，增加自己

的下線，並且勤於教會服事，換言之，可以增加人

前的曝光度；推銷好產品、好物件不也是好消息嗎？

這樣「一兼二顧，摸蛤仔兼洗褲」（台語）的情況層

出不窮，後來教會弟兄姊妹鬧得不愉快，也是因著

所謂的好消息，大家金錢損失不說，情感更受到傷

害，這些後來離開的兄姊信仰根基薄弱，「心術不正」

下往往犧牲了基督福音，而成就了自己。 

    不是基督福音使人不愉快而受傷害，而問題是

這在傳誰的福音？教會弟兄姊妹士農工商有不同的

職業類別，當然也會有一些買賣的行為，我們也喜

歡跟信任的人購買產品，或到弟兄姊妹經營的店來

光顧消費，特別都是基督徒應該比較實在，我們也

珍惜這樣的交流與情誼；教會弟兄姊妹也不可能除

了禮拜聚會之外都不互相往來，分寸拿捏與彼此尊

重下，原則是榮神益人，能見證神的榮耀恩典，並

且不使人虧損。特別舊曆年節要到了，我們也會想

一起團購好吃的年菜湯料，既能因量大而降低價錢，

又能免運費，實在是不錯，我想這是人之常情……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與分辨，教會與弟兄姐妹在主裡

所看重的是什麼？是在述說什麼樣的福音？ 

二、福音被蒙蔽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不是基督

福音的光不照著這些人，而是他們不願意開啟自己

的心門，以致於福音的光沒有照到他們，又或者照

到了，卻沒有進入緊閉的門內。 

    保羅認為不是他們對基督福音宣揚地不清楚，

或不盡責來講述福音，他說到癥結點在於這些不信

的人之所以不信，是因他們被這世界的神，也就是

證道：張主藤牧師 

經文：哥林多後書 

4 章 3-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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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世界的另一股黑暗勢力弄瞎了心眼，他們的心

迷濛、視而不清。所謂被弄瞎了心眼，也就是被世

界的各種邪情私欲、虛偽的宗教、幻術學說及各種

的偏執所迷惑，當然也可能是自以為義不想接受福

音，硬心不想接受。所以不管傳福音的使徒們如何

柔性勸勉甚至嚴厲勸戒，這些不信之人都聽不進去，

也看不到福音的美好，不會分辨福音真理的寶貴，

也不願去認識耶穌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奧妙。他們陷

落在這世界短暫的美好與罪惡，醉心於追求世界各

樣的奢靡引誘，甚而落入鬼魔黑暗的試探中，以致

他們心靈的眼睛瞎了，看不見福音的真光照耀。 

    保羅自己也曾經歷過這種難以明白到明白的過

程，在羅馬書第七章他曾提及自己發覺有一個法則

在作祟，當他願意去行善的時候，邪惡老是糾纏著

自己。保羅內心原喜愛上帝的法則，但身體卻受到

另一個法則的驅使，這邪惡的法則彷彿在內心裡與

所喜愛的良善法則交戰，使他不能脫離這束縛，屬

於罪的法則，常常在他身體裡作祟。保羅說自己真

是苦啊！他呼求誰能救拔脫離這屬於罪與死亡的法

則呢？他的體驗是說感謝上帝，藉著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祂能夠救贖我們！ 

    耶穌是福音的真光、榮耀的基督，只要願意謙

卑並單純的相信，聖靈會動工在這些願意信靠的人

身上，並且基督福音是上主啟示給每一個人的，但

是為什麼會有世人竟不得看見，或是不願意看見？

我們知道那屬於撒但黑暗的權勢，總會居中破壞及

欺騙人們，蒙蔽那些不信基督的人之眼目與心志，

讓他們更看重今生的名利富貴、權勢地位及各式吃

喝玩樂、欲望的誘惑，使人被蒙蔽而看不見福音的

真光。如果用得「好處」的視角，信靠耶穌或守主

誡命有何立即的好處？還要守主日做禮拜、各樣聚

會甚至服事奉獻，這不但損失時間還損失金錢，故

沒有立即的好處下，他們對屬世的事感受深刻，但

對於生命及屬靈的事卻無感，所以就變成了及時行

樂、自我中心的族群。「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

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

窮、瞎眼、赤身的。」（啟 3：17）那些拒絕基督、

選擇今世生命的人，其實是不自覺地將屬世的富足，

當作自己的偶像，卻任由屬靈的貧窮與眼瞎在內中

危害著生命。 

三、傳揚自己或宣揚基督 

    「誰能指示我們甚麼好處？耶和華啊，求祢仰

起臉來，光照我們。祢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

五穀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獨有祢耶

和華使我安然居住。」（詩 4：6-8）詩人讓我們領會

到一種生命的好處，是受到上主光照且內心滿足的

景況，勝過物質的豐厚，並且能夠安然居處，在忙

碌的世界與工作中，得到上主所賜的安息。保羅指

出耶穌基督是主，祂光照黑暗，讓願意信靠的人重

見光明，這是靈裡眼目得見光明，使內在的心眼明

亮起來，在這混亂的世代之中，我們更需要主的亮

光，否則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們容易偏行己路而不

自知。 

    神學家唐慕華（Marva J. Dawn）在其著作《展

翅困乏中》（To Walk and Not Faint）曾說過一段話：

「我們是有可能知道的，我們也是有可能聽見的。神

的好消息，打從一開始，就已經向我們傳揚了。因著

神的恩典，我們終會明白，而重點就在於，我們必須

打開眼睛、耳朵、心靈、頭腦－還有聖經。」我們會

是主的兒女，是因為主願意更深地向我們每一個人啟

示祂自己，啟示彷彿將矇蔽的帕子揭開，讓我們可以

理解祂的恩典與心意，如果沒有動力去宣揚福音，並

表明真理的立場來宣揚耶穌基督，那可能是我們沒有

花時間與祂在一起，沒有打開眼睛，也沒有打開聖

經。 

    我們是福音的僕人，是光明的兒女，願意傳揚

榮耀的基督給還在黑暗當中的百姓，我們會更願意

去理解主的話語，更願意去認識祂奇妙的作為，如

果我們沒有抱持渴慕與謙卑的心志，日日祈求主的

同在，願意在祂的愛中改變自己，那一切與祂建立

關係的作為，不論是讀經、祈禱、敬拜、聚會甚至

是任職服事，終將成為空虛的儀式而失去意義。 

結語 

    使徒保羅奉上主差遣，去傳福音叫人的「眼睛

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徒 26：18）他只傳榮耀基督，宣告耶穌基督是主！

從不高舉自己，也不吹噓學問，只為了將救恩之光

傳到列國列邦。其實我們多少都看得出來，自稱基

督徒的人是自吹自擂，還是忠心高舉基督；謙卑服

事主、不高舉自己，所做所為只為榮耀基督，傳揚

祂豐盛的恩典，這也是我們在教會服事的重要心志。

保羅所傳講的核心就是基督，不是自己的能力和成

就，要將人帶到耶穌基督面前，而不是帶到個人的

面前，當我們願意委身將人帶領到教會來認識福音，

謙卑彼此配搭來傳福音，在聖靈的團契中引領更多

人靈魂得救，這樣我們才會是在基督裡合一的教會，

是榮耀主的兒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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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金報告 
一 2 月 7 日一 

(01) 禮拜獻金 :  

小計 12,413 元，累計 104,989 元 

(02) 定期獻金 : 

小計72 筆，232,300元，累計 842,000元 

(03) 感恩獻金: 

小計 13 筆，16,500元，累計260,570元 

(04) 節期獻金 : 

小計 49 筆，68,900 元，累計 80,300 元 

－新春奉獻 

(小計 49 筆，68,900 元，累計 79,300 元) 

(05) 特別獻金收入:  

小計 3 筆，31,240 元，累計 46,240 元 

－為寒暑期兒童營獻金 

（小計 3 筆，31,240 元，累計 46,240 元） 

(13) 指定獻金 : 

小計 15 筆，29,300元，累計177,700元 

－松年團契 

（小計 1 筆，500 元，累計 7,500 元） 

－婦女詩班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10,500 元） 

－松年詩班 

（小計 1 筆，1,000 元，累計 20,600 元） 

－大安社區讚美操 

（小計 1 筆，2,600 元，累計 6,700 元） 

－亞薩詩班 

（小計 1 筆，1,000 元，累計 6,000 元） 

－敬拜團 

（小計 1 筆，2,600 元，累計 5,800 元） 

－第二家庭小組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11,500 元） 

－第九家庭小組 

（小計 7 筆，15,000 元，累計 23,200 元） 

－第十家庭小組 

（小計 1 筆，小計 2,600 元，累計 5,300 元） 

──各團契會費── 

 婦女團契會費 

（小計 4 人，2,000 元，累計 4,000 元） 

 夫婦團契會費 

（小計 6 人，2,600 元，累計 17,200 元） 

 婦女詩班會費 

（小計 1 人，500 元，累計 4,000 元） 

 松年詩班會費 

（小計 6 人，3,000 元，累計 16,500 元） 

 男聲詩班會費 

（小計 2 人，1,000 元，累計 6,000 元） 

 亞薩詩班會費 

（小計 2 人，1,000 元，累計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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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獻金報告 
小計 67,171 元，累計 235,646 元 

1、口數獻金     每口：5,000 元 

（小計 3 筆，20,000 元，累計 70,000 元） 

2、不定額獻金      : 

（小計 93 筆，29,571 元，累計 101,146 元） 

3、每月獻金   每口： 

100 元 X12 個月= 1,200 元 

（小計 16 筆，17,600 元，累計 64,500 元） 

 

 

 

1、大口乾會獻金（今年目標 15 大口） 

（小計 0 筆，累計 0 大口） 

2、小口乾會獻金（今年目標 100 小口） 

（小計 1 筆，累計 2 小口） 

 

截至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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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社報告 
＊ 社員大會選出新任理監事 

社員大會已順利召開完成並召開第一次理事

會，會中選出新任理監事；名單如下：  

理 事：溫宏信、林志能、潘茂展、劉慧恩 

       楊騰祥、陳文蓁、楊志仁 （共 7 名） 

監 事：許明哲、李恩仁、徐佳音 （共 3 名） 

＊ 尚未領股息紀念品社員請速領取 

尚未領股息及紀念品社員，請儘速到櫃台領

取。（2 月 24 日前未處理者，依理事會決議

：股息轉入股金，紀念品及全勤獎以棄權論

） 

依據 2 月份理事會決議：紀念品原為每月

存 500 元（含）以上，存 12 次才發放；今

修正為自 2 月起每月存 500 元，達 11 次即

可領取紀念品乙份。 

聚會出席  

主日禮拜 第 1 場（台） 

第 2 場（台） 

第 3 場（華） 

24 名 

238 名 

40 名 

2 月 7 日 

合計 302名 

聖歌隊練詩 2/7（日）              30 名 

禮拜獻詩 2/7（日）              29 名 

追思獻詩 2/7（日）              32 名 

松年詩班練習..2/7（日）            55 名 

    追思獻詩 2/7（日）            55 名 

亞薩詩班練習..2/6（六）            29 名 

        獻詩..2/7（日）            31 名 

青年團契（2/6）                   13 名 

少年團契（2/7）                   13 名 

讚美操 2/6（六）                  18 名 

 

守望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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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園地 

主日學課程簡介 

2月 14日  

第十一課：十字架上的七言  

本課經文：馬太福音廿七 46、路加福音廿三
34、43、46；約翰福音十九
26~30 

本課目的：知道耶穌臨終前說的七句話，並 

且瞭解其中的意義。 

具體目標： 

上完本課後，學生能夠: 

1. 明白耶穌所說這些話的意義。 

2. 決志信靠耶穌為救主。 

金  句：「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
聽。」(馬可福音十六 15) 

品格教育：可靠  

每日讀經： 

週一：路加福音廿三 34 

默想：我能學習耶穌赦免人嗎？ 

週二：路加福音廿三 43 

默想：這個樂園和別的宗教有何不同？ 

週三：約翰福音十九 26~27 

默想：耶穌為我們立下了什麼好榜樣？ 

週四：馬太福音廿七 46 

默想：我有沒有經歷過似乎神離棄我？  

週五：約翰福音十九 28 

默想：我的生命是飢渴還是滿足？ 

週六：約翰福音十九 30 

默想：有什麼工作是我想完成卻還未去做的？ 

週日：路加福音廿三 46 

默想：我是否將自己完全的交託給神？ 

 2月 21日  

第十二課：最後的吩咐  

本課經文：馬太福音廿八 16~20 

本課目的：願意遵行耶穌的使命去傳揚福音。 

品格教育：盼望  

 

 

 

 

 

 

主日學事奉同工 
事工項目／時間 2月 14日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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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益民 盧佳恩 

台語金句教學 羅益民 盧佳恩 

禮拜司會 林佑諒 魏芷甯 

前奏&奉獻司琴 陳以樂 羅芊涵  

品格一點通 
親愛的小朋友：你有沒有玩過一個遊戲，

就是有人問你任何問題，你只能回答：「豬尾

巴！」這樣的遊戲超好玩的，對不對？ 

「愛的豬尾巴」又是什麼呢？就是有一群

外國人，因為愛中國人，到中國傳福音，學習

耶穌道成肉身的精神：穿中國衣服，吃中國飯，

和當時的中國人一樣留辮子，因為剛開始留的

辮子短短的很像豬的尾巴，所以被稱為「豬尾

差會」。 

「豬尾差會」是誰成立的呢？有個人叫戴

德生，1832 年生在英國，父母都是很虔誠的基

督徒；他聽了去過中國的宣教士，講到中國的

情況與需要；便決定到中國當宣教士。 

中國當時的生活環境不好，他自學中文，

綀習睡木床，也像馬禮遜一樣學醫；並學習過

信心的生活，有需要時直接向上帝禱告，不求

人。他每天清晨天還未亮，就起來點蠟燭讀聖

經禱告一小時。 

戴德生七十三歲去世，埋在他服事了半個

世紀的中國地土上；當時內地會在中國的宣教

士有八百人以上，二千個中國教牧同工及女傳

道，一千個宣道站；存款超過一百五十萬鎊。

到現在為止，戴家有五代在中國做宣教的工作。 

戴德生說：「我若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

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

不給中國。」他把他的一生和家庭都奉獻給上

帝，奉獻給中國。 

親愛的小朋友：你願意奉獻什麼給需要的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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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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0：10 

B時段 12：00～13：30 

上週出席與奉獻 

2/7 

級別 班別 出席 小計 奉獻小計 

幼兒級 
幼幼班 10 名 

14 名 500 元 
幼兒班 4 名 

國小級 

1 年 3 名 

15 名 450 元 

2 年 4 名 

3 年 1 名 

4 年 3 名 

5 年 2 名 

6 年 2 名 

學生總出席  30 名 

1,295 元 
教師總出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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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曾 妍 6   賴芳霖 6  楊幸純 5 

 莊以理  2 潘沛岑 6 潘廷瑋 6 潘廷豪 6 

 洪靜禾 6 蘇品玹 1 徐可芸 4 王苡恩 2 

 林彥伯   王愷琳 5 羅倚安 6 陳信妍 3 

 林彥廷  2 吳  悠 2 洪秉逸  巴 允 5 

 陳宥綸 2 吳紀萱 4 林欣霓   鄭安均   

 馮延旭 1       

幼兒班教師     

吳君慧 4   郭毓琦 4   洪千惠 6 

 廖韋翰 6 陳逸榛  2 陳亞樂   潘沛妤  6 

 林祐妃  5 蘇 殷 6 林采臻  2 馬莉亞  

 沈棕一   林芯蕾   吳瑄穎   張庭翊   

 魏可甯          

 國小級  
同工： 

郭穎惠 2   徐佳音 3  廖淑芳 1  徐箴宜 1 

一、 二年級教師 戴千惠 6 林美娟 6 

一年級 

 洪苡晴  1                                                                          羅紹天 6 羅倚恆 5 曾凱飛 4 

 巴 恩 5       

二年級 

 黃渝惟 6 陳以樂 6 鍾妍茜  范品硯 1 

 蘇品熙 1 張約允 5 張洧倫 3 郭宥尊  1 

三、四年級教師 林佳樺 6 楊婷瑜 3 楊宇婷 2 

三年級 

 曾愷晴 4 莊以諾 2 林立陽 4 許晨晞 6 

 鈕樂主  林謙宇  1 魏芷甯  張所羅門  

 鍾妍湘  王大仁 2     

四年級 

 柯唯豐 5 王謙恩 4 徐子涵  林耀主  

 沈立恆   羅邦元  廖廣倫  邱子婕  

 樂同   曾宣容   郭亮薪  1   

五、六年級教師 吳雅恩 5 溫浩傑 6 

五年級 

 羅芊涵 6 林芊霈 4 黃主約  張佳恩  

 羅唯庭        

六年級 

 林祐諒 5 許家恩  王之學  林昀靜  

 張約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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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來週（2/21）    本 週 來 週 

主日講道（1、2）  洪崇錦牧師  張主藤牧師   司獻（2） 黃秀惠 （A1+B1+C1） 徐佳音 （A1+B1+C1） 

主日講道  （3）   ─────  黃文瑜神學生    楊宏仁 （A2+B2+C2） 鄭仁宗 （A2+B2+C2） 

禮拜司會  （1）  ─────    楊宏仁    鄭仁宗 （A3+B3+C3） 柯崇仁 （A3+B3+C3） 

禮拜司會  （2）    溫宏信    洪溫祝    柯崇仁 （A4+B4+C4） 楊志仁 （A4+B4+C4） 

輪值執事  （1）  ─────    林暐聰    楊志仁 （D1+D2） 陳冠州 （D1+D2） 

輪值執事  （2）    黃秀惠    徐佳音    陳冠州 （D3+D4） 李恩仁 （D3+D4） 

輪值執事  （3）  ─────    曾冠文    
李恩仁 （4F） 楊宏仁 （4F） 

司  琴  （1）  ─────    楊幸純    

司  琴  （2）    陳謙光    李婉淳    
插   花 

 
陳秀紅 

  
王燕琴 

 

音響控制  （1）  

（早） 
 ─────    林耿模     

音響控制   （2 主）
（   （2） （主） 

   王美淑    鄔政宇        

音響控制   （2 副）   

（投） 
   林耿模    王亭云   禮拜堂清潔 黃秀惠 （7F） 江麗珠 （7F） 

簡報播放  （2）    楊宏仁    王佑之    鄭仁柏  蔡純雅  

敬拜讚美  （3）  ─────  和撒那敬拜團    楊志仁 （8F） 趙思姿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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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所：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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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