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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主題：更新與轉化
第一場禮拜(華語)：九點
預備敬拜
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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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讚美

恭讀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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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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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感恩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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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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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

證道：Sudu Tada 牧師
司禮：陳麗娟執事

禮拜
直播

······································ 會 眾
······································ 司禮者
······································ 司禮者
··· 路加福音一：46-47 ················· 會 眾
··· (含主禱文) ························ 司禮者
··· 1.大山為我挪開 ················ 佈糧敬拜團
2.求祢開啟我心眼
3.深深愛慕祢
··· 創世記十二：1-8
··· 「信仰的基本要求」 ········· Sudu Tada 牧師
··· 求祢開啟我心眼 ················ 佈糧敬拜團
··· 祢的恩典 ·························· 會 眾
······························· Sudu Tada 牧師
··· 讓我(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佈糧敬拜團
路加福音一：46-47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我的心尊敬主做大；我的神因為救我的上帝來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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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Sudu Tada 牧師

第二場禮拜(台語)：十點卅分 司禮：陳旭彥長老

主日禮拜
YouTube 直播

預備敬拜 ·································· 林伯修執事
序
樂 ··· (安靜默禱) ···················· 張晨昕姊妹
鄭彥萍執事
宣
召 ··· 詩篇一一九：41、43 ················ 司禮者
聖
詩 ··· 2 首「聖哉，聖哉，聖哉」 ·········· 會 眾
祈
禱 ··· (含主禱文) ························ 司禮者
信仰告白 ··· 使徒信經 ·························· 會 眾
啟 應 文 ··· 24(詩篇 100) ······················ 司禮者
聖
經 ··· 創世記十二：1-8 ··················· 司禮者
讚
美 ··· 「恩典與慈悲」 ···················· 聖歌隊
證
道 ··· 「信仰的基本要求」 ········· Sudu Tada 牧師
回
應 ··· 194 首「開我目睭互我看見」 ········ 會 眾
奉
獻 ··· (一)獻作活祭(二)我的錢銀獻給祢 ···· 會 眾
金
句 ··· 路加福音一：4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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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du Tada 牧師
阿 們 頌 ··· (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會 眾

讚美歌詞

恩典與慈悲

1.我做天路人客在流浪
2.我若厭倦主乎我精英
寒冷暗冥罪惡中放蕩
逐日賜我氣力有够用
牧者耶穌找我施慈愛
導我到佇清靜的水邊
我今悔改欲倒去厝內
逐步保庇逐時在扶持
(和)上帝恩典與慈悲的確隨我 我欲永遠起居佇耶和華的厝內
跟隨我直到永永遠遠
我欲享受祂為我擺設筵席
上帝恩典與慈悲的確隨我 上帝恩典與慈悲的確隨我
跟隨我直到永永遠遠
跟隨我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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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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事工
(一)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歡迎總會幹事 Sudu Tada 牧師前來本會
講道請安報告。
(二)中午 12：00 關懷部同工會於幼心一樓幼幼班。
(三)中午 12:00 青少契練詩(為青年主日)於禮拜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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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週主日(3/29)事工
(一)青年主日，青少年團契於第二場禮拜中服侍。
(二)下午兒主教師分享會。
四、四月豐盛人生請至招待桌或辦公室購買。
五、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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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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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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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宣教小講堂」延期舉辦。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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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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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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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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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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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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館興建
◎本週進度：B1F 電信箱漏水抓漏、B1F 廁所洗手台洗手龍頭安裝、4F
地坪與外牆層接處又漏水再次抓漏、1F 雨庇照明配管線。
◎下週進度：水泥板工程、缺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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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界消息
◎今日下午 3:30 楊善雄牧師就任北投教會第八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29(日)下午 3:30 舉行馬偕紀念教會李幸玲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授
職感恩禮拜於總會事務所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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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篇
信仰生命的基本要求

20200322
創世記十二 1-9

敬疼的兄姊，非常歡喜會凍為著我的母校台南神學院來咱的教會請安
報告，同時代表學院的董事長周信典牧師甲院長王崇堯牧師向教會牧師長
執甲所有的會友請安甲致意，感謝咱的教會久長以來對神學教育的關心甲
支持。神學教育對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來看，是最重要的。咱攏知
影，台南神學院是台灣第一間西式的大學教育，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神
學取向，有真好的幫助，嘛是信仰最主要的教育機構。
今仔日的經文是咱信仰的父亞伯蘭的生命見證。亞伯蘭是怎樣順服，
怎樣尊主做大，以及怎樣起造他的生命成為萬邦萬國的福氣，這是今仔日
我欲甲大家來共同思考與學習的信仰生命課題。此信仰的功課，是成為基
督徒的咱，最基本信仰生命的要求。
第一，成為別人的福氣
佇今仔日的經文中，第 1 節至第 3 節中間，耶和華上帝對亞伯蘭有一
個要求與四個應允：一個要求是，上帝要亞伯蘭離開他的本地、本族甲老
父的家，愛去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四個應允是：(1)成為大國；(2)賜福給
亞伯蘭；(3)叫亞伯蘭有名聲；(4)人要因為亞伯蘭得著福氣。
敬疼的兄姊，耶和華上帝對亞伯蘭的應允，其實是對亞伯蘭信仰生命
的要求；換一句話來說，抑是上帝對咱每一個基督徒信仰生命的要求，上
帝愛咱成為別人的福氣。所以，基督徒所起造的信仰生命甲其他宗教所起
造的信仰生命，最大的差別就在佇，怎樣成為「別人的福氣」。
舉例來說，成為厝內爸爸的咱，咱豈會凍互咱的妻兒得著幸福甲快樂
嘸？成為媽媽的咱，豈會凍互咱子女從心裡感受到「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嘸？同樣的道理，成為子女的咱，豈會凍互咱的列宗列族，以及父母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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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此款的子女和子孫，真正驕傲。敬疼的兄姊，起造一個「成為別人
的福氣」的生命價值，是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要求，亞伯蘭做會到，相信我
咱嘛做會到。所以，我確信，只要咱同心合一，努力學習亞伯蘭的模樣，
上帝是信實的，著會互咱成就一切。
第二，存一顆謙卑順服的靈
今仔日天經文的第 4、5、6 節甲咱說，亞伯蘭七十五歲照耶和華上帝
的吩咐與指示，引導他的某撒萊、侄兒羅得，以及所有的財產、牲畜甲奴
僕，離開他生活七十五冬的故鄉吾珥，去他完全呣知影，擱充滿危險甲挑
戰的所在──迦南地。列位兄姊，這對當時的亞伯蘭來說，絕對不是一件
簡單的代誌。總是亞伯蘭會凍成為「亞伯拉罕」，信仰之父，他的某撒萊
成為「撒拉」，萬邦萬國的母親，就是因為此段充滿神奇甲危險的旅程。
無論他的旅途多麼艱苦，謙卑順服的靈，互他佇萬難中萬事亨通。
謙卑順服的靈，的確會凍產生「合一的心」，相信合一的心會凍成就
大事。所以，沒有順服，抑不能成就福氣，欲成為別人的祝福，就愛有一
顆謙卑順服的靈。佇這的「順服」，絕對不是順服自己歡喜的代誌，是順
服上帝的歡喜。親像咱的信仰之父亞伯蘭同款，旅途無論有多艱苦，甚至
自己的某撒萊險險成為別人的某，亞伯蘭總是對上帝的信心和順服嘸失去。
敬疼的兄姊，謙卑順服的靈，上帝絕對不會看輕，而且這是基督徒信仰最
基本的要求。
第三，起造「尊主為大」的生命祭壇
經文的第 7 節和第 8 節，咱會凍學習到亞伯蘭尊主為大生命祭壇的見
證。亞伯蘭的一生，無論走到叨位？抑是遷移到叨位？有一項代誌是他會
頭前來完成的，就是起造一個祭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列位兄姊，「祭壇」
對希伯來民族的文化來說，是一個「生命契約」，抑就是一個生命價值的
取向。它有「敬拜」、「立約」、「求福」、「赦罪」的意義和價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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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咱，「祭壇」的意義，大部分只注重佇「敬拜」與「禮拜」的意義和
價值頂面。總是，亞伯蘭起造祭壇求叫耶和華的名，除了「承認上帝是他
生命的主宰，他是耶和華上帝的百姓」以外，擱卡重要的是，亞伯蘭是佇
見證「尊主為大」的生命。
敬疼的兄姊，「尊主為大」的生命祭壇，其實是咱成為基督徒信仰的
生命的基本要求，無論咱有族群、文化、膚色、性別、年齡、學歷、職業
上的差別，起造「尊主為大」生命祭壇是上帝所要求的信仰功課。無論是
個人，抑是團體甲族群，攏愛有此款的生命價值甲生命契約。所以，尊主
為大的人，一定會凍成為別人的祝福，來為著「上帝國的聖工」，作伙打
拼。
結論
列位兄姊，雖然咱的生活遭遇多多困境，總是咱愛盡心盡力來學習亞
伯蘭的信仰生命，佇艱苦的生活中尊主為大，心存謙卑順服的靈，努力成
為別人的祝福。所以，相信咱的神學院為著上帝的事工，透過愛與受苦，
成為家庭、社區、國家盼望的記號。願上帝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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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三度空間的球體關懷
202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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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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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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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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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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李思泉、林豐進

3/28：鄭愛文、梁允平

3/25：蘇娟慧、黃建源、簡耀陽

3/29：陳俊德、楊茜雯

3/27：張正邦

每日讀經進度 2020 與金句有約
日期

經文

日期

經文

3/22(日)

歷代志上廿四

3/26(四)

歷代志上廿八

3/23(一)

歷代志上廿五

3/27(五)

歷代志上廿九

3/24(二)

歷代志上廿六

3/28(六)

歷代志下一

3/25(三)

歷代志上廿七

3/29(日)

歷代志下二

◎《歷代志下》簡介
《歷代志下》延續《歷代志上》以聖殿及事奉為特點的記載。本書
首先敘述所羅門王建聖殿的經過和他一生的政績，以及他死後國家分裂
為南北兩國，北方支派在耶羅波安率領下背叛所羅門王的兒子羅波安。
本書集中敘述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陷落前南國猶大的歷史: 經歷了
三百多年，二十多位君王的更替，聖殿或遭破壞荒廢，或經重修潔淨。
本書記錄了列代諸王背棄上帝，又悔改重建信仰的情景。有幾位君王帶
來復興的波浪，包括亞撒、約沙法、約阿施、希西家、約西亞等王。最
後，猶大的滅亡不是終局，書中提到波斯王居魯士下詔重建聖殿，以未
來充滿盼望(卅六:22-23) 作為結語；這段經文與《以斯拉記》的開頭
(拉一:1-3)幾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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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行事曆
03/22
03/27
03/29
04/05
04/06

(日)
(五)
(日)
(日)
(一)

關懷部同工會/愛家(牽阮的手-上)
禱告會(鄭以文傳道主理)
青年主日/兒主教師分享會
教會學校紀念主日/棕樹主日
松年例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本會主日禮拜的配套措施，
請兄姐注意配合（2020.3.22 更新）：
1.招待處備有酒精消毒液、額溫槍、口罩、喉糖，請配合量體溫、
戴口罩。
2.使用拋棄式麥克風罩。
3.長椅一排坐 4 人。
4.拱手代替握手。
5.每週三次消毒清潔會堂。
6.身體不舒服、不適者(喉嚨疼/輕微咳嗽/流鼻水)，從國外回台
者，或有接觸從國外回來的同事、親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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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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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澤餘
郭文貞
陳旺聖
裴文鼎
聖歌隊
郭文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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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勝為
張勝為
陳詩喆
王佑晨
林素雲、林宗德
柯金木、張乃文
楊家騏
柯金木
梁健福
睿祈 主祐
青少年團契
明源 以恆
佈糧敬拜團
連珮吟
佈糧敬拜團
鄭淑姃、鄭彥萍
王立德
陳巧瑋
劉澤餘
吳珧婷
青少年團契
郭文貞
上週出席

本週領會

上午 09:00 第一場禮拜(華語)
72
Sudu Tada 牧師
上午 10:30 第二場禮拜(台語)
229(兒童主日)
Sudu Tada 牧師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
51+22(兒童主日) 游正墶弟兄
禮拜日
上午 10:30 少年團契
22
小組
上午 10:30 以便以謝
下午 01:00 愛家團契
28
見證分享-田媽媽
禮拜一 上午 09:30 松年團契
上午 08:30 全職同工禱告會
5
張勝為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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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陳筱屏姊妹
禮拜五 晚上 08:00 禱告會
15
鄭以文傳道
上午 10:30 加百列布偶劇團
下午 01:30 佈糧敬拜團
張乃寧姊妹
下午 02:00 姊妹團契
禮拜六
下午 02:00 雅歌詩班
17
鄭淑姃姊妹
下午 04:00 聖歌隊
李明音老師
晚上 07:00 青年團契
14
小家
小組-喜得：8 人，KFC：9 人，幸福：8 人，豐盛：8 人，家庭禮拜：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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