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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主題：更新與轉化
第一場禮拜(華語)：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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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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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台語〉

證道：蔡幸昇牧師
司禮：柯金木執事

主日禮拜
YouTube 直播

······································ 會 眾
······································ 司禮者
······································ 司禮者
··· 哥林多前書十五：58 ················ 會 眾
··· (含主禱文) ························ 司禮者
··· 1.真實救主 ···················· 佈糧敬拜團
2.如鹿切慕溪水
3.安靜
··· 哥林多前書十五：57-58 ············· 司禮者
··· 「為主做工不怕勞苦」 ·········· 蔡幸昇牧師
··· 揀選 ·························· 佈糧敬拜團
··· 祢的恩典 ·························· 會 眾
·································· 蔡幸昇牧師
··· 讓我(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佈糧敬拜團
哥林多前書十五：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在主裏的勞苦
不是徒然的。」
「所以，我所疼的兄弟啊，恁著堅固，無搖泏，
常常盡力佇主的工；因為知恁著磨佇主的 是空空。」
1

證道：蔡幸昇牧師

第二場禮拜(台語)：十點卅分 司禮：何政宗長老

主日禮拜
YouTube 直播

預備敬拜 ·································· 許藍尹姊妹
序
樂 ··· (安靜默禱) ···················· 陳莉遜姊妹
鄭彥萍執事
宣
召 ··· 詩篇十九：1、14 ··················· 司禮者
聖
詩 ··· 510 首「殷勤做工，無嫌勞苦」 ······ 會 眾
祈
禱 ··· (含主禱文) ························ 司禮者
信仰告白 ··· 使徒信經 ·························· 會 眾
啟 應 文 ··· 21(詩篇 93) ······················· 司禮者
聖
經 ··· 哥林多前書九：16-17 ··············· 司禮者
羅馬書十：14-18
讚
美 ··· 「唱謳咾的歌」 ···················· 聖歌隊
證
道 ··· 「傳福音的使命」 ·············· 蔡幸昇牧師
回
應 ··· 535 首「福音鐘聲 大彈」 ·········· 會 眾
奉
獻 ··· (一)獻作活祭(二)我的錢銀獻給祢 ···· 會 眾
金
句 ··· 哥林多前書十五：58 ················ 司禮者
歡迎報告 ······································ 司禮者
公
禱 ······································ 會 眾
頌
榮 ··· 402 首「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 會 眾
祝
禱 ·································· 蔡幸昇牧師
阿 們 頌 ··· (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會 眾

讚美歌詞

唱謳咾的歌

1.懇求天父永與我同行，用祢慈悲聖手引導我
懇求救主掌管我生命，賜我平安 使我完全
無論我行我坐抑休睏，祢的愛時刻與我同在
感謝祢用這款大愛疼，使我喜樂 助我一生
2.我惦主的內面攏無驚，因為主永遠與我同行
我心確信主是永遠活，給人盼望給人勇壯
我要盡心盡意服事祢，我要高舉祢至聖尊名
閣要傳揚祢恩典愛疼，互全人類知祢的疼
(副)我的生命親像歌要謳咾，感恩的歌喜樂的歌
我欲唱一首疼的歌，與世人同分享，我心謳咾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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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 第一次前來本會聚會的弟兄姊妹，我們歡迎您！
二、本週主日(3/8)事工
(一)今日是本會設教 127 週年主日，感謝蔡幸昇牧師蒞臨本會
帶領 3/6、3/7 培靈會以及今日兩堂禮拜講道。
(二)下午 1:00 建委會於禮拜堂。
三、下週主日(3/15)事工
(一)兒童主日。
(二)中午 12:30 兒主例會於幼心 1 樓。
(三)下午 1:00 愛家團契聖經研習於幼心 2 樓。
四、2/23 主日，定期會員和會通過議案如下:
(一)接納 2019 年度事工報告及決算。
(二)接納 2020 年度事工計劃及預算。
(三)選舉許仲軒、陳奕安、林允珮為 2020 年度檢帳委員。
(四)教育館交屋時，因延遲之違約，授權小會向營造商依合約
求償或進行和解。
五、三月豐盛人生，請至招待桌或辦公室購買。
六、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獎學金即日起開始申請至 3/29，招待桌備有
表格，請契友自行找所屬團契輔導簽名，再將表格交至辦公室。
七、3/13(五)8:00 禱告會於禮拜堂，請兄姊踴躍參加，同心為「建堂
建人」─教育館興建禱告，讓自己安靜親近主。
(鄭以文傳道主理、佈糧敬拜團領唱)。
八、3/21(六)宣教事工部與青年團契共同舉辦宣教「探索」課程，邀請
聯合差傳講師-賴中申老師，分享基督徒如何打開宣教的一扇窗，承
擔大使命。題目：「神的故事─歷史」。
九、3/1-3/22 本會設教 127 週年，台灣聖經公會特別提供聖經 8 折優惠，
有需要的兄姐，請向辦公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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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會訂 3/29(日)下午 1:00 舉行「士林教會信徒聯合追思禮拜」，
欲參加的家庭請向辦公室報名，報名表請至招待桌或辦公室索取。
PS.曾報名參加者，只需填交報名表；新報名者或要變更相片者，請
於 3/22(日)前將報名資料繳至辦公室。
十一、4/4(六)、4/11(六)上午 9:30-11:30 教育事工部舉辦「基督的最
後七天」聚會，探討耶穌在世最後七天的經歷與信仰省思。歡迎
兄姐踴躍報名參加。
十二、4/12(日)為復活節主日，有聖禮典，第二堂有洗禮，欲洗禮者
請向辦公室報名。
十三、教育館之景觀工程及內部設備裝潢的認獻項目，認獻單置於招待
桌，歡迎兄姊為特定項目之全部或部分金額認獻。
十四、「2020 與金句有約」，邀請兄姊按「每日讀經進度」選取一節
經文填寫於金句單。

團契事工消息
◎小組時間：
(1)週三查經班：放假
(5)加百列劇團：4/11 開始
(2)幸 福 小 組：週一晚上 7:30 (6)喜 得 小 組：主日上午 10:30
(3)以馬忤斯小組：週四晚上 7:30 (7)K F C 小 組：主日上午 10:30
(4)豐 盛 小 組：週五上午 9:30 (8)以便以謝小組：主日上午 10:30
◎3/14(六)下午 2:00 少契輔導會議於幼心 3 樓。
◎3/22(日)下午 1:00 愛家團契邀請田媽媽（孟淑姐）於會堂分享
「牽阮的手」生命見證(上)，邀請大家撥空參加。報名請洽招待桌填寫。

教育館興建
◎本週進度：缺失改善-R2F 發電機房 epoxy 地坪施作、B2F 污水機房 epoxy
地坪施作、B1F 電信箱漏水抓漏、R2F 發電機房發電機室進氣百業窗
紗窗有破口更換完成。
◎下週進度：水泥板工程、衛工處污水再次複驗問題處理。

關懷協會活動
◎本會社區關懷據點、依照社會局規定，延長停辦至 3 月底，屆時再
評估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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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篇
傳福音的使命

20200308

哥林多前書九：16~17 羅馬書十：14~18

只要你跟別人分享信耶穌以後，你生命得到改變的見證，讓人知道你
跟上帝的關係，並活出真理，都可以稱為「傳福音」。傳福音就是幫助人
能透過信耶穌，享受豐盛的生命，在生活中結果子的事工。1865 年蘇格蘭
長老教會差派第一位宣教師馬雅各醫生來到台南開始醫療宣教，設立醫院
，也建立教會。1872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馬偕博士到淡水開始醫療宣教，
建立教會。所以台灣人聽到福音，得到福音已經 154 年了。士林教會是
宣教師馬偕博士所開設的教會，根據馬偕日記所記載：馬偕牧師和他的
門徒於 1873 年二月底到艋舺、大稻埕、八芝蘭（士林）去佈道，並且至
少有二次到八芝蘭傳福音，直至 1893 年 3 月 9 日，八芝蘭教會（士林教
會）終於成立了。至今已設立 127 年，所以要記住宣教傳福音才是我們最
大的使命。追根究底因為有保羅這位偉大的宣教師在第一世紀所付出的代
價，所以我們要學習保羅傳福音的使命。
一、把握時間機會傳福音
約翰福音十二章 36 節耶穌說：「你們應當趁著有光的時候，信從這
光，使你們成為光明的兒女。」耶穌是世界的光，我們要來認識祂，信靠
祂，跟從祂，成為上帝光明的兒女，行事為人光明磊落，活出真善美的人
生。討飯的瞎子巴底買抓住遇見耶穌最後的機會，得到醫治，重見光明。
我們要在時間裡去尋找機會，時機一過就失去了機會。傳福音要及時，時
間錯過了，許多機會也失去了，許多靈魂也就喪失了。
約翰福音九章 4 節耶穌說：「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
工；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們要趁還有機會的時候，趕緊傳
福音，趁兒女還在身邊，尚未離家讀大學、出外工作前，帶他們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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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父母健在時，勸他們信耶穌才有永生的把握；帶領配偶信主，使家庭更
和樂；把握時機將耶穌的救恩介紹給鄰舍、同事、同學、親友是刻不容緩
的事，好像從火中搶救被火焚燒的人來，願主的聖靈時常感動我們，有一
顆愛靈魂的心。當鐵達尼號郵輪意外撞上冰山沉入大西洋的危險時刻，
哈普牧師（John Harper）遇到船難時仍把握最後的機會傳福音給一位漂浮
海上的年輕人，領他歸信耶穌。這個劫後餘生的蘇格蘭青年見證他就是
哈普牧師最後一個傳福音所結的果子。
著名的佈道家慕迪（D.L. Moody）有一天看見令他非常感動一幅畫，
就立刻買下來。畫中有一個人漂浮在海上，雙手緊抱著十字架，象徵
主耶穌的十字架能夠把我們從人生的苦海中拯救出來，今天我們都抱住這
十字架，而且都已經上岸了。後來他又看到另一幅畫，和先前所買的畫大
致相同，只有一點不一樣，就是有一個人漂浮在大海中，一隻手抱著十字
架，另外一隻手卻緊抓住另一個也在大海中沈浮的人。慕迪牧師說這幅畫
真正偉大，非常感動和影響他的是自己得救之後，也要努力使別人得救，
這點讓他願意花一生的代價努力去傳福音。
二、傳福音是信徒的本份
哥林多前書九章 16 節，保羅說：「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
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傳福音是每一個基督徒的本份，
不是自己有什麼功勞而誇口的。保羅是奉令，帶著使命去傳福音，將失喪
的人找回來，進入上帝的家，成為上帝的兒女，享受永生的福氣。保羅認
為不傳福音不僅是虧欠與軟弱而已，而是要警醒和反省的事，因為不傳福
音就有災禍了。提摩太後書四章 2 節，保羅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
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馬雅各醫生放棄在英國行醫安定的生活，在 1865 年來到台南，那時
他 27 歲，創設台灣第一間現代化的新樓醫院，一生奉給上帝，甚至將兩
個兒子也都奉獻給上帝，大兒子馬約翰醫生在中國醫療傳道達 41 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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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馬雅各二世醫生一生追隨父親的腳步，除了擔任新樓醫院的院長，也
曾在中國上海、杭洲痲瘋醫院醫作療傳道達 42 年。馬雅各醫生曾說：「如
果我還有其他的孩子，也要全部奉獻給上帝，為主服事。」1921 年，
馬雅各醫生 85 歲那年蒙主恩召，巴克禮牧師回憶說：「在他別世的當天
清晨，參加主日禮拜以前，他還走到外面去分發福音單張，他以一種不尋
常的誠心向人分享福音，迫切希望更多人決志相信耶穌。」馬雅各醫生
完全不為自己，只為基督而活，為了傳福音，服事上帝，父子兩代三個人
傳福音奉獻一世紀，盡本份完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
三、傳福音要甘心的擺上
保羅為了福音的緣故，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甚至受苦、受死，
總是心甘情願去作上帝和眾人的僕人。哥林多前書九章 17 至 18 節保羅說：
「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給我了。這樣，
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我用盡了傳福音
的權利。」由此可知，我們是免費，不花錢得著這福音的好處，所以也要
白白的給人，不能將福音佔為己有，總要盡心盡力、甘心樂意傳福音。
我們在傳福音的事工上若受到小小的委屈，或有一點點的挫折，請不要灰
心氣餒，被人拒絕時也不要認為丟臉、不好意思而放棄。羅馬書一章 16
節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結論
今天士林教會要怎樣回應傳福音的使命呢？我要鼓勵大家接受傳福
音的訓練和裝備，成為「得人漁夫」，在日常生活中關懷慕道朋友，分享
福音，領人歸主。傳福音不能靠一個人單打獨鬥，要以團隊的方式一起去
撒網，透過關係佈道，在日常生活中興起的福音運動。團隊傳福音的價值
在於像麵酵、芥菜種一樣，會不斷的擴散，羅馬書十章 15 節，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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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連加恩弟
兄所寫一本書《給我十萬個靈魂》，有一段話深深感動我：「你可以覺得
自己很平凡，你可以認為自己不配、無法勝任，但只要你願意，佈道家就
是你。那位住在你裡面的上帝，要如同放在瓦器裡的寶貝，透過你顯明這
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你自己。」請你預備心，當上帝呼召
差派你起來傳福音時，深知這是上帝給你的本份與責任，也是上帝給你的
機會，要甘心的擺上，將福音傳給那些還未認識耶穌的人，使更多人也能
因為聽見而相信，因為相信而得救。讓生活現場接觸到你的人都會渴慕得
到福音，都能因為你得到祝福。讓士林教會成為傳福音的教會，一起得到
福音的祝福與獎賞。

【祈禱】
親愛的主，感謝祢藉由聖經，告訴我們心靈生命更新的意義，提醒教會改
革的必要。
我們總是不知不覺地，變得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而忘記週遭別人；時常
像世人一樣，追求成功、經濟富裕，而漸漸地失去謙卑服侍、和對人的愛
心。求上帝保守，讓我們天天得到在基督裏的更新力量，緊緊地抓住祢，
不被世上的利益、嗆爆所迷惑，能夠忠心領受新約、跟隨基督。
懇求聖靈激勵帶領，使我們學習保羅，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能夠把握機會，
和人分享福音的好處。禱告奉靠耶穌基督之名，阿們！
【思想與分享】
1. 我如何描述「在基督裏，就是新造的人」，心思意念得到更新？
2. 在我的生活環境/人際關係中，哪一個環節/角色，是我最能夠(或是有
機會)傳福音、分享生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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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禱事項
◎為教會五區牧養事工及各牧區長執禱告，求主帶領，使長執成為上帝
羊群的守望代禱者，並教導我們領受合一異象。
◎為政府掌權者代禱，求主賞賜智慧與憐憫的心，使他們成為上帝忠心
的管家，使全國人民、政府官員同心，實踐「行公義、心存憐憫」的
功課。
◎為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的控制，患者得醫治，人民得平安。

本週壽星

願主賜福您！祝您生日喜樂！

3/09：游沛恩、廖春英、林宥宏

3/13：裴婕羽、簡春庚、黃彥士

3/10：吳志榮、吳驈展

3/14：顏汝軒

3/11：陳文和、陸美玲、蘇亦珍

3/15：陳雍政

3/12：周芳玲

每日讀經進度 2020 與金句有約
日期

經文

日期

經文

3/08(日)

歷代志上十

3/12(四)

歷代志上十四

3/09(一)

歷代志上十一

3/13(五)

歷代志上十五

3/10(二)

歷代志上十二

3/14(六)

歷代志上十六

3/11(三)

歷代志上十三

3/15(日)

歷代志上十七

教會近期行事曆
03/08

(日) 設教 127 週年主日/建委會

03/13

(五) 禱告會(鄭以文傳道主理、佈糧敬拜團領唱)

03/14

(六) 少契輔導會議

03/15

(日) 兒童主日/兒主例會/愛家聖經研習

03/20

(五) 禱告會(張勝為傳道主理、松年團契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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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1

(六) 宣教探索課程

03/22

(日) 關懷部同工會/愛家(牽阮的手-上)/兒主教師分享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本會有以下措施（2020.3.8
更新）：
1.備有酒精消毒液、額溫槍、口罩、喉糖。
2.使用拋棄式麥克風罩。
3.拱手代替握手。
4.每週三次消毒清潔會堂。
5.身心不便者，敬請在家收看直播。
讓我們一起禱告祈求上帝與眾人同在。「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上帝所賜那超越人
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

會友之間因借貸、投資致生糾紛，小會提醒會友應予避免。
特此公告
推

銷：本教會尊重保險、直銷及其他金融業、非金融業等職場從業人員，
但在教會中不可主動推銷自己或他人的產品，只可以被動的受託
服務弟兄姊妹。
借 貸：本教會不鼓勵弟兄姊妹之間有任何借貸行為，若私下有借貸關係，
請自行負責。
互助會：在教會請勿邀人加入互助會，若有人起會，純屬其個人行為，
與教會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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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聖工
證道
司禮
司獻
值星
招待
領唱
司琴
視聽
投影
獻詩
插花

工

事

本週主日禮拜
第一場(華)
第二場(台)
蔡幸昇
蔡幸昇
柯金木
何政宗
龔貞如、王俊讀
林宗德、林伯修
連珮吟
林宗德
陳旭彥
睿祈 主祐
游敏惠、李月芬
明源 以恆
佈糧敬拜團
許藍尹
佈糧敬拜團
陳莉遜、鄭彥萍
陳詩典
陳巧瑋
陳旺聖
吳珧婷
聖歌隊
郭文貞

聖工
證道
司禮
司獻
值星
招待
領唱
司琴
視聽
投影
獻詩
插花

奉
下週主日禮拜
第一場(華)
第二場(台)
許承道
許承道
何姿諭
呂雪瑛
楊家騏、柯金木
林素雲、陳宏榮
張仁鎰
林素雲
張主明
睿祈 主祐
陳倫嫻、連珮吟
明源 以恆
徐淑慧
青年團契
梁健福
青年團契
鄭淑姃
陳詩喆
王立德
劉澤餘
蕭凱文
兒童主日學
李慧娜

聚會時間

上週出席

上午 09:00 第一場禮拜(華語)
上午 10:30 第二場禮拜(台語)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
禮拜日
上午 10:30 少年團契
上午 10:30 以便以謝
下午 01:00 愛家團契
禮拜一 上午 09:30 松年團契
上午 08:30 全職同工禱告會
禮拜三 上午 09:30
週三查經班(早晚班)
晚上 07:30
禮拜四 晚上 07:30 以馬忤斯小組
禮拜五 晚上 08:00 禱告會
上午 10:30 加百列布偶劇團
下午 01:30 佈糧敬拜團
下午 02:00 姊妹團契
禮拜六
下午 02:00 雅歌詩班
下午 04:00 聖歌隊
晚上 07:00 青年團契
小組-喜得：7 人，KFC：12 人，幸福：7 人

112
137
44+1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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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4
6

本週領會
蔡幸昇牧師
蔡幸昇牧師
黃百加長老
小家
郭美玲長老
林宗德執事
許承道牧師

張勝為傳道
鄭以文傳道
10
21
15+23

鄭淑姃姊妹
李明音老師
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