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小組分享：分享行道之後的『見證』，聽道後的『心得』，每日靈修的『感動』。 
n 力行四合一：[每日靈修[小組分享[主日聚會[生活行道。 
n 行道感恩見證請將資料傳給行政同工。 

主 ⽇ 信 息 
 
講員：楊志明牧師 

信息：“⼯作”的意義－預備⾃⼰品格之主要平台 

經⽂：創⼆ 15、18   太⼆⼗ 1－16   ⼆⼗五 14－30  帖後三 10－11  啟⼆⼗⼀ 2、7 

前⾔：「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啟⼆⼗⼀ 2、7） 

神將末⽇預⾔啟⽰給我們的主要⺫的，不是要滿⾜對未來世界及⾃⼰命運結局的好奇⼼，⽽是要 
我們因知道未來必將發⽣的事，⽽預先做好準備，預備⾃⼰成為⼀個在信、望、愛品格上的得勝者。 
⽽讓⼈在世有⼯可作是神極智慧的設計，為要成為祂培養國度治理⼈才的平台。正如幸福⼩組是引 
⼈信主，進⼊神國的平台⼀樣。「耶和華神將那⼈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耶和華神說： 
那⼈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個配偶幫助他。」（創⼆ 15、18） 

⼀、 聖經對“⼯作”的定義 

（⼀）與職場上的⼯作：⼠農⼯商等榮神益⼈之⼯作。包括”學⽣”。 
（⼆）（神）家庭裡的⼯作：照個⼈不同的⾓⾊，應負的責任，承擔不同的⼯作。 

⼆、 聖經所啟⽰的“⼯作”意義與⺫的。（太⼆⼗ 1－16 、⼆⼗五 14－30） 

（⼀）神所賜福的“⼯作”態度 
１．養家活⼝(⾁⾝的需要) 
２．各按神賜的不同恩賜技能各為肢體，各盡其職功⽤，各展所⾧相互幫補、相互成全。故“⼯作” 

無貴賤之分，只有功能之分。 
３．實際的⼯作，能讓⼈體認⼈⾃⾝的軟弱有限，獨⾃⽣活不好，需要有他⼈的幫助，才能活得好，做 

得事，⽽學會給出⾃⼰，放下⾃⼰（犧牲⼩我，成全⼤我）的團隊合作精神。 
故“⼯作”能讓⼈在與⼈互動合作的過程中提升我們在信望愛上的忠⼼品格性情，終⽇閒著的⼈ 
（帖後三 10-11），⾮但⽣命品格不會⾧進，反會向下沉淪（靈性的需要）。 

４．我們應有的⼯作態度（動機）： 
(1)認識到⼯作是操練⾃⼰品格性情，成為主所稱讚的忠⼼良善僕⼈的機會。 
(2)⼯作就是服事神，我們都是全時間服事神，為主⽽活之⼈。 

（⼆）神所咒詛的⼯作態度： 
只為⾃⼰糊⼝或享樂。結果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三、 總結：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 
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切昆蟲。」（創⼀ 26）「過了許久，那些僕⼈的主⼈來了，和他們算帳。 
那領五千銀⼦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請看，我又賺了五千。主 
⼈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的僕⼈，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 
享受你主⼈的快樂。那領⼆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給我⼆千銀⼦。請看，我又賺了⼆千。主⼈ 
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的僕⼈，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 
受你主⼈的快樂。」（太⼆⼗五 19－23） 



4 ⽉ 10 ⽇主⽇程序 

禱 告：會 眾 
敬 拜：林⽂揚弟兄 
司 會：凌儀玲姐妹 
獻 詩：⼩ 組 獻 詩 
奉 獻：司 庫 同 ⼯ 
證 道：楊志明牧師 
祝 禱：楊志明牧師 

 

主⽇同⼯事奉表 祝福 
禱告 4/3 

⽇期  4/10 4/17 4/24 

4 ⽉份 
第⼀堂 
應麗麗 
李明珠 
第⼆堂 
謝美麗 
謝秀桂 
葉⼦瑜 
陸依箖 

 
主⽇出席 

 
兩堂 
合併 

 
合計 

149 ⼈ 
 

 
 
 

講員 楊志明牧師 吳主恩傳道 吳主恩傳道 

敬拜 林⽂揚 胡曼良 王璉勝 

司會 凌儀玲 林⽂華 ⿓賓寧 

獻詩 ⼩組獻詩 出奇制勝 兒童主⽇學 

接待 喜樂ㄧ 喜樂多加 智冠 

⾳控 葉世保 顏志穎 侯振瀚 

投影 周昀 ⿈彩桂 莊義程 

 

� 綜 合 消 息 � 

１．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
主⽇的早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
的祝福｡  

２．誓師⼤會今⽇隆重登場，各組順序如下：
葡萄園⼆、磐⽯、豐盛⼀、喜樂⼀、⽣命
三、 以琳、橄欖樹、⽅⾈、以斯帖、⽣命
ya、豐盛三、喜樂多加。 

３．今年教會年度主題為「團契年」，週報已改 
版（謝謝趙廣智弟兄的設計），為了深化彼 
此關係，也製作了相⽚牆，張貼於⾛道牆 
⾯上，歡迎前往瀏攬。 

４．裝備課程「原來啟⽰錄我讀得懂」下集， 
開課時間 4/30~6/4(每週六 9:00-12:00)， 
請弟兄姊妹預備⼼。 

５．下週 4/15 是耶穌受難⽇，弟兄姊妹可以 
在這⼀天以禁⾷禱告來記念耶穌犧牲的 
愛，4/17 讓我們⼀同歡慶耶穌復活的主 
⽇。 

６．喜愛聽「聖經播放器」的有福了，請盡快 
向⾏政同⼯登記數量，每台售價 400 元。 

７．疫情持續升溫，讓我們舉起聖潔的⼿為這 
波疫情得以控制代求。 

 
 

  

4/10 預備週  誓師⼤會 

4/18 第⼀週  真幸福 

4/25 第⼆週  真相⼤⽩ 

5/3 第三週  萬世巨星 

5/9 第四週  幸福連線 

5/16 第五週  當上帝來敲⾨ 

5/23 第六週  ⼗字架的勝利 

5/30 第七週  幸福的教會  

6/11 第八週  聖靈更新營 

6/17 受洗說明會 

6/19 洗禮 

6/24 新家⼈座談會 

 

第七期幸福⼩組⾏程
表 



 

小組名稱 福  長 同          工 星 期 聚會時段 聚會地點

1 生命三 王俐君 吳青芬、李秀英、蔡蘋蘋 二 13:30-15:00 李秀英家

2 豐盛一 蔡瑞釵 曾樹蘭、李璧家、黃小燕 三 09:30-11:00 曾樹蘭家

3 葡萄園二 吳瑾蓁
王那良、巴詩芹、謝淑惠
何宜蓁、魏美珍

三 19:30-21:00 王那良家

4 橄欖樹 孫長城 蕭運隆、 陳中豪、侯振瀚 三 19:30-21:00 侯振瀚家

5  以琳一二 葉子瑜 許惠朱、陳秋真、鄭伊婷 四 14:00-16:00 陳秋真家

6 磐石一二 戴傳祥 鄭德成、陳天生、羅詠暉 四 19:00-20:30 101宣教咖啡

7 以斯帖一 黃秀華 應慧慧、鄭聰蜜、崔夢琪 四 19:30-21:00 鄭聰蜜家

8 喜樂多加 張秀貞 曾美黛、陳菊珍、晏莎菱 五 19:00-21:00 曾美黛公司

9 生命ya 麥秀珍 鄭淑蕙、李璘彤、劉懿慧 五 19:00-21:00 鄭淑蕙家

10 喜樂一 曾春錦
潘佩珺、王靜敏、林玉秀
謝美麗

五 19:20-21:00 謝美麗家

11 方舟 劉韻雯
王芊樺、黃彩桂、李秀君
林至佳、鄭妍緹

五 20:00-21:30 王芊樺家

12 豐盛三 莊蕙玲 黃淑芬、林姿君、姚第桓 六 10:00-12:00 黃淑芬家

13 以斯帖二 古秀玲 謝秀桂、宋金穎、葉慧芳 六 15:00-16:30 古秀玲家

14 磐石獅子 陸依箖 顏志穎、林子益、吳佩蓉 六 19:00-21:00 林子益家

第七期幸福小組－福長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