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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主題：更新與轉化
第一場禮拜(華語)：九點

證道：許承道牧師
司禮：何姿諭執事

預備敬拜
邀
請
關心聖工
金
句
同心禱告
敬拜讚美

主日禮拜
YouTube 直播

······································ 會 眾
······································ 司禮者
······································ 司禮者
··· 馬太福音十八：14 ·················· 會 眾
··· (含主禱文) ························ 司禮者
··· 1.唯有耶穌 ······················ 青年團契
2.祢是配得
3.我神真偉大
證
道 ··· 「一個都不能少」 ·············· 許承道牧師
馬太福音十八：10-14
回
應 ··· 唯有耶穌 ························ 青年團契
感恩奉獻 ··· 祢的恩典 ·························· 會 眾
祝福禱告 ·································· 許承道牧師
殿
樂 ··· 讓我(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青年團契
馬太福音十八：14
金句
〈華語〉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
不願意失去這些小子中的一個。」
〈台語〉 「按呢諸個微細中的一個沈淪，
也 是恁佇天裡的父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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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許承道牧師

第二場禮拜(台語)：十點卅分 司禮：呂雪瑛傳道

主日禮拜
YouTube 直播

預備敬拜 ·································· 梁健福長老
序
樂 ··· (安靜默禱) ···················· 鄭淑姃姊妹
宣
召 ··· 透早起來謳咾主 ···················· 司禮者
聖
詩 ··· 132 首「耶穌疼我!我知明」 ········· 會 眾
祈
禱 ··· (含主禱文) ···················· 陸信恩同學
信仰告白 ··· 新的誡命 ·························· 會 眾
啟 應 文 ··· 8(詩篇 23) ···················· 陳恩淇同學
聖
經 ··· 馬太福音十八：10-14 ··········· 廖英豪同學
讚
美 ··· 「戲劇+讚美」 ················· 兒童主日學
證
道 ··· 「一個都不能少」 ·············· 許承道牧師
回
應 ··· 136 首「耶穌做我牧者」 ············ 會 眾
奉
獻 ··· (一)獻作活祭(二)我的錢銀獻給祢 ···· 會 眾
金
句 ··· 馬太福音十八：14 ·················· 司禮者
歡迎報告 ······································ 司禮者
公
禱 ······································ 會 眾
頌
榮 ··· 「勇敢走出去」 ···················· 會 眾
祝
禱 ·································· 許承道牧師
阿 們 頌 ··· (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會 眾

讚美歌詞

透早起來謳咾主

透早起來 謳咾主 (X2)
因為透早起來
見到耶穌 我心內有平安
透早起來 謳咾主 (X2)
因為透早起來
見到耶穌 我心內有平安

我將我的生命交托祢
因為祢是賞賜平安的主
我將我的一切仰望祢
因為祢是創造萬物的主宰
透早起來 謳咾主 (X2)
因為透早起來
見到耶穌 我心內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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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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事工
(一)本會兒童主日，兒童主日學師生於第二堂禮拜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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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週主日(3/22)事工
(一)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總會幹事 Sudu Tada 牧師前來本會證道。
(二)中午 12:00 關懷部同工會於幼心 1 樓幼幼班教室。
(三)下午 1:00 愛家團契邀請田媽媽（孟淑姐）於禮拜堂分享
「牽阮的手」生命見證(上)。
四、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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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勝為傳道主理、松年團契領唱)。
五、因「武漢肺炎」疫情，主日禮拜及例行聚會(團契、小組、禱告會)
照常，其他活動、講座、特會取消(3/29「清明聯合追思禮拜」，4/4、
4/11教育事工部舉辦「基督的最後七天」，4/12「朝陽禮拜」、
4/25「宣教小講堂」，5/10 母親節「野外禮拜」
，5/24「台語比賽」，
5/30 教育部舉辦「信仰的巨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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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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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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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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4/12(日)為復活節主日，有聖禮典，第二場禮拜有洗禮，欲洗禮者
請向辦公室報名。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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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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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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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開始
◎3/22(日)中午 12:00 青少契練詩(為青年主日)於禮拜堂。

教育館興建
◎本週進度：缺失改善-7F 餐廳照明開關移回正確位置後，原設在廚房
之餐廳照明開關不能以蓋板蓋掉，廚房內牆磁磚需以整塊磁磚修補完
成、3F 無障礙廁所門開關門設電動按鈕完成後，電動按鈕附近牆面磁
磚重貼、1F 無障礙廁所門開關門設電動按鈕完成後，電動按鈕附近牆
面磁磚重貼、7F 公浴牆面隔間與窗戶收尾問題須補水泥板貼壁磚，以
玻璃牆面收尾。
◎下週進度：水泥板工程、缺失改善。
◎3/21(六)下午 2:00 工務會議於 2 樓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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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都不能少

20200315
馬太十八 10-14

《一個都不能少》是一部 1999 年上映的劇情片，由張藝謀導演，改
編自施祥生的小說《天上有個太陽》，故事的主題圍繞在農村、貧窮、文
盲。一名十三歲女生魏敏芝，被任命到中國大陸河北山區一間偏遠學校去
做代課老師。前任老師臨走時，吩咐魏敏芝不要失去任何一個學生，希望
這些學生「一個也不能少」。但是其中一個男生張慧科，因為家境貧困而
輟學，到大城市尋找工作，所以魏敏芝便到城市裏去找他。在那個時代，
偏鄉的「希望工程」再次被重視。
一、「一個都不能少」
有一天門徒問說：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主耶穌似乎回非所問地強
調(太十八 2-9)：要自己謙卑、要彼此接納、不可絆倒(誤導、霸凌、輕視)
別人。耶穌繼續以「好牧人與迷羊」的比喻，闡明祂將上帝對每個「小子」
的關懷，擔在自己的肩上，提醒們徒不可輕看其中任何一個。
「10 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些小子中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
天使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12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其中一隻走迷了
路，你們的意見如何？他豈不留下這九十九隻在山上，去找那隻迷路的羊
嗎？13 若是找到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
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14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失去這些
小子中的一個。」
猶太人的傳統信仰認為，每一個人都有至少一位天使在保護、服侍他。
使徒行傳記載彼得被天使釋放離開監牢時，
「12 就到那稱為馬可的約翰的母
親馬利亞家去，在那裏已有好些人聚集禱告。」眾人聽使女的回報、未開
門之前，
「15 他們對她說：
『你瘋了！』使女堅持真有其事。他們說：
『那是
他的天使。』」(徒十二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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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說：
「14 眾天使不都是事奉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服
務的嗎？」(來一 14) 清楚指出基督徒是有天使暗中保護和服事的，因為
每個人、甚至人世間輕視為「小子」的，對天父上帝來說都一樣重要。在
「兒童主日」的今天，我們祈禱盼望：在士林長老教會出入的每一位大小
朋友，縱使只能夠來一次，都經歷到天父上帝藉著教會的服侍，所賜予的
愛、恩典、眷顧，而且是「一個都不能少」。
二、「被上帝找到的人」
教會是甚麼？教會是領受天父恩典、經歷上帝同在、生命得著真理、
恩賜得到成全、愛在關係中彰顯的地方。如果以有機體來說，教會就像：
1.家庭，讓人得著安慰鼓勵、包容接納，生命得到一般性成長；
2.學校，使人有機會接受系統化教育，生命得到有效性的成長；
3.醫院，帶給人醫治復建、安慰痊癒；
4.軍隊，幫助信徒認清世局與敵人，並且得到制敵機先的裝備，「因我們
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
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六 12）
在這些情境中，我們不能單兵作戰，反倒需要發揮群體的陪伴，才能
讓人得著成長健壯。尤其教會是家庭與學校，這是養育而非教育，這款養
育是需要大量時間的陪伴餵養。
在發揮教會功能的面向中，生命關懷是最重要的功課。主耶穌用「尋
回失羊、與鄰歡慶」的比喻告訴我們，在天上的歡喜乃是尋得迷羊、並且
「歡歡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帶回家來。那種歡喜、甘甜的服侍，乃是
全方位關懷的結果。路加福音更生動地記載耶穌如此說：「5 找到了，他
就歡歡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6 他回到家裏，請朋友和鄰舍來，對他們說：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我失去的羊已經找到了！』」(路十五 3-7)
三、去找「上帝要找的人」
21 世紀的「教會」必須需滿足三度空間的球體關懷：
x 軸--個人的關懷：教導、成長（從一個人的救贖、到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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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軸--普世的關懷：宣教、服務（從一個人、到全世界的人）
z 軸--傳承的關懷：培育、典範（從這個世代、到下個世代）
在 x 軸橫向關懷(個人從得救到得勝）
，必須有課程裝備與實際操作，
有團契、小組，有牧區的牧養陪伴，使信徒到門徒的生命都能經歷得勝的
生活。「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太廿八)
在 y 軸直向關懷（從本地到普世地極），踏出信仰生活的舒適圈，在
社區、職場，甚至跨文化禾場，去分享基督福音：「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
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徒一:8)「…他們的聲音傳遍全地；他們的言語傳到
地極。」羅(十:18)
在 z 軸縱向關懷（從這代傳承到萬代），培育健康、剛強的下一代，
落實服侍、轉化社群，朝異象邁進。保羅對提摩太說：「1 我兒啊，你要
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導的，
也要交託給那忠心而又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 1-2)
四、一個都不會少
「三度空間球體關懷」的基本，就是「善用主日禮拜後請安、代禱的
『五個牧區』」；配合依年齡群體來牧養、關懷、培育的系統，形成慈繩
愛索的關懷交織網絡。
A.兒少親子牧區：嬰幼兒親子、國小生、學童與父母
B.學青社青牧區：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學生，社青
C.家庭中壯牧區：孩子上國中、40-65 歲的群體
D.松年長青牧區：60 歲以上
馬太強調「不可輕看這些小子中的一個；…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
不願意失去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太十八:10、14)路加則加上「他回到
家裏，請朋友和鄰舍來，對他們說：『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路
十五:6)尋得迷羊不僅讓天上歡喜，還要邀請朋友、鄰居一起分享生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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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喜悅，讓「關懷」成為擴展性、延續性，造就栽培的「運動(事工)」，
這是全方位關懷--邀請其他群體一起同工，一起分享經驗。
「被上帝找到的人」去找「上帝要找的人」: 1.從「未信的人」，經
歷上帝的愛(被找到、摸著)；2.遇到軟弱、挫敗、沮喪時，上帝要再次找
著我們，從「父與子」的關係，成為「夥伴」關係，邀請我們參與在「找
人」的宣教運動中。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到人世間來找到我們，成為我們「至好朋友」，並
且為人類付出生命、完成救贖恩典，使我們在祢裏面、與主連結，成為新
造的人，成為祢的夥伴，而且「一個都不會少」。
謝謝天父的愛心、耐心，繼續等待、尋找，使我們能夠成為主的同工，使
我們的行事為人都能夠在天父預備好要我們做的善行中，與主一起去找天
父要找的人。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們。
【思想與分享】
1. 在我的周圍是否有類似「小子」、被忽略、被霸凌、成為出氣筒、有
特別需要的人？我如何多關注他/她？
2. 感謝主為我們每一位都預備了保護、服侍的天使？我是否也能成為別
人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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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3/22(日)下午 3:30 楊善雄牧師就任北投教會第八任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

本週壽星

願主賜福您！祝您生日喜樂！
3/15：陳雍政
3/18：梁祥光、陳旭彥
3/16：陳冠宇、許秋桂、陳奕祥
3/20：林宗德、蔡謝白菜、盧嬌麗
周明珠
3/22：李思泉、林豐進
3/17：許淑雅、蔡佳蓉、李庭育
李容容、陳尊道

每日讀經進度 2020 與金句有約
日期
3/15(日)
3/16(一)
3/17(二)
3/18(三)

經文
歷代志上十七
歷代志上十八
歷代志上十九
歷代志上廿

日期
3/19(四)
3/20(五)
3/21(六)
3/22(日)

經文
歷代志上廿一
歷代志上廿二
歷代志上廿三
歷代志上廿四

教會近期行事曆
03/15
03/20
03/21
03/22
03/27
03/29

(日)
(五)
(六)
(日)
(五)
(日)

兒童主日/兒主例會/愛家聖經研習
禱告會(張勝為傳道主理、松年團契領唱)
宣教探索課程
關懷部同工會/愛家團契(牽阮的手-上)
禱告會(鄭以文傳道主理)
青年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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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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承道
許承道
何姿諭
呂雪瑛
陳家恩、劉愷葳
林素雲、陳宏榮
林主盈、游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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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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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u Tada
Sudu Tada
陳麗娟
陳旭彥
林家爵、林佳蓉
楊美惠、連珮吟
張乃文
連珮吟
何政宗
睿祈 主祐
簡麗真、陳思瑾
明源 以恆
佈糧敬拜團
林伯修
佈糧敬拜團
張晨昕、鄭彥萍
陳旭彥
郭文貞
陳旺聖
裴文鼎
聖歌隊
郭文貞

上週出席

上午 09:00 第一場禮拜(華語)
108+23
上午 10:30 第二場禮拜(台語)
153+22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
49+18
禮拜日
上午 10:30 少年團契
22
上午 10:30 以便以謝
4
下午 01:00 愛家團契
25
禮拜一 上午 09:30 松年團契
上午 08:30 全職同工禱告會
6
禮拜三 上午 09:30 週三查經班(早晚
晚上 07:30 班)
禮拜四 晚上 07:30 以馬忤斯小組
6
禮拜五 晚上 08:00 禱告會
3/6(51)3/7(54)
上午 10:30 加百列布偶劇團
下午 01:30 佈糧敬拜團
10
下午 02:00 姊妹團契
14
禮拜六
下午 02:00 雅歌詩班
下午 04:00 聖歌隊
31
晚上 07:00 青年團契
25
小組-喜得：9 人，KFC：13 人，幸福：13 人，豐盛：8 人
11

本週領會
許承道牧師
許承道牧師
兒童主日
小組
許承道牧師
邱保惠幹事

楊美惠執事
張勝為傳道
張乃文執事
蘇子騰弟兄
李明音老師
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