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 

 

主日禮拜程序 
第 一 堂 華 語 講道：蔡茂堂牧師 第二堂台語 講道：蔡茂堂牧師 

 司會：陳詞章執事  司會：王偉華長老 
 司琴：謝佳吟執事  司琴：林純純姊妹 
   領詩：蕭家緯執事 

同 心 歌 頌 預備心敬拜上帝 會 眾 
序 樂 安靜等候神 司 琴 
宣 召  司 會 

聖 詩 
(華) 聖詩 第 152 首「我來朝覲祢救贖我的主」 
(台) 新聖詩 第 113 首「我來朝見祢救贖我的主」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華)華語 啟應文 29 詩篇 146 篇 
(台)新聖詩 啟應文 34 詩篇 146 篇 

會 眾 

獻 詩 
      雙簧管獨奏 第一堂 吳雅真姊妹 

       Battle Of Jericho 第二堂 希 幔 詩 班 
聖 經 路得記 1：16-17 司 會 
講 道 幸福(Happiness) 蔡茂堂牧師 

回 應 詩 
(華) 聖詩 第 317 首「當你缺乏又喪志」 
(台) 新聖詩第 521 首「你若欠缺真失望」 

會 眾 

奉 獻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4節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頌 讚 
(華) 聖詩 第 510 首 「讚美天上主宰」 
(台) 新聖詩 第 391 首 「謳咾天頂主宰」 

會 眾 

祝 禱  蔡茂堂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 三 堂 華 語 講道：蔡茂堂牧師 司琴：張瑋恩姊妹 

 司會：武茂玲執事 領詩：戴娳雅姊妹 
   

敬 拜 讚 美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會 眾 
歡 迎 禮  司 會 
見 證  楊予謙姊妹 
消 息 報 告  司 會 
守 望 禱 告  司 會 
奉 獻 委 身 (台)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4 節 會 眾 
聖 經 路得記 1：16-17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幸福(Happiness) 蔡茂堂牧師 
回 應 詩 歌 (華) 聖詩 第 317 首「當你缺乏又喪志」 會 眾 
祝 禱  蔡茂堂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3 年09 月15 日 

NO.1546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 
-詩篇 100 篇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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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講道大綱】 
I.I.I.I.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幸福的麵包 (三島有紀子) 

II.II.II.II.幸福的麵包幸福的麵包幸福的麵包幸福的麵包 
1.理惠親身經歷孤單與憂傷 

(太 26:38)  
2.時生與香織分吃咕咕洛夫 

(太 26:26) 
3.未久與父親同喝南瓜濃湯(弗 2:16) 
4.時生與阿彩共享豆仁麵包 

(彼前 1:21) 
5.瑪尼就是陪伴身旁的水縞 

(太 28:20) 

III.III.III.III.伯利恆麥穗伯利恆麥穗伯利恆麥穗伯利恆麥穗 
1. 路得對拿俄米不離不棄陪侍 

(得 1:16-17; 賽 54:10) 
2. 波阿斯與工人願神同在祝福 

(得 2:4; 創 28:20-22) 
3. 波阿斯對路得所表現的恩慈 

(得 2:8-9; 申 24:19) 
4. 路得遠離故鄉投靠神得賞賜 

(得 2:11-12; 創 12:1-2) 
5. 波阿斯請路得同分享餅與醋 

(得 2:14; 徒 2:46) 
6. 路得求至近親屬波阿斯照顧 

(得 3:9; 申 25:5-10) 
7. 波阿斯願意為路得近親買贖 

(得 4:9-10; 利 25:25-28) 
8. 波阿斯與路得成大衛王曾祖 

(得 4:21-22; 太 1:5-6) 

IV.IV.IV.IV.屬靈的功課屬靈的功課屬靈的功課屬靈的功課    (Spiritual Lessons)  
1. 黑暗世代中閃耀平凡恩慈 

(士 21:25; 得 1:1-5; 1:22; 4:13) 
2. 拿俄米在苦難中信仰堅持 

(得 1:20-21; 伯 1:21) 
3. 路得與拿俄米的互相照顧 

(得 2:18; 3:1-2; 來 10:24) 
4. 波阿斯照顧路得正人君子 

(得 3:7-13; 林後 13:12) 
5. 上帝的恩典超越既往過失 

(申 23:3-4; 太 1:3, 5, 6) 
6. 主耶穌成為我們近親買贖 

(得 4:9-10; 來 2:11, 17) 

V.V.V.V.結論結論結論結論：：：：願神增添我們分享陪伴 
分擔憂傷的幸福 (羅12:15)    

【默想】    
1.幸福的麵包影片最讓你感動的情節

為何？ 
2.伯利恆麥穗故事最讓你感動的情節

為何？ 
3.和平教會須要如何才能成為瑪尼教

會呢？ 
【金句】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
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
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
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
那裡。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
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 

路得記一章 16-17 節    

【【【【第二堂第二堂第二堂第二堂獻詩獻詩獻詩獻詩】】】】    
Battle Of Jericho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Jericho, 

Jericho,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and the walls come tumblin’ down(�2) 

You may talk about your man of Gideon, 

You may talk about your man of Saul,  

There’s none like good ole Joshua at the 

battle of Jericho. Joshua at the battle of 

Jericho, Jericho, Jericho,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and the walls come 

tumblin’ down. Up to the walls of Jericho he 

marched with a spear in hand. Go blow 

them rams’ horns, Joshua cried, Then the 

lamb, ram, sheep horns begin to blow, the 

trumpets begin to sound. Joshua 

commanded the children to shout, and the 

walls come tumblin’ down. Oh,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Jericho, Jericho,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and the walls 

come tumblin’ dow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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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台語回應詩】】】】    
你若欠缺真失望 

1.你若欠缺真失望，我著盡力來幫助；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明真實趁道理。 

2.我若抵著心煩惱，你著替我來祈禱；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明真實趁道理。 

3.你若致到心欲冷，我欲喚起你熱情；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明真實趁道理。 

4.相疼你我著勉勵，就會榮光歸天父；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明真實趁道理。 

(副歌) 咱決意相疼，咱決意相疼， 
咱決意相疼，求聖神來幫助。 

【【【【第一、三堂華語回應詩】】】】    
當你缺乏又喪志 

1.當你缺乏又喪志，我應盡力來幫助；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出真正行真理。 

2.當我心中有煩惱，你應當替我禱告；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出真正行真理。 

3.你若是心灰意冷，我要勉勵你警醒；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出真正行真理。 

4.相愛你我當激勵，就能榮神人得益；

救主看了就歡喜，顯出真正行真理。 

（副歌）要相愛相顧，要相愛相顧， 

要相愛相顧，求聖靈來扶助。 

 

教會消息 

一.2013 年長執改選 

9/15、22(日)公告在籍陪餐會員名單(週報第 10-11 頁) 

公告具備長老執事候選資格名單(週報第 12 頁) 

9/29(日)執事預選．召開臨時小會 

10/27(日)聯合禮拜．長執選舉上午九點禮拜，禮拜後舉行選舉。 

二.成人教育課程秋季班 

成人教育課程秋季班自本主日 9/15(日)起開始上課，共有五門課程， 

每門共 10 堂課。請大家把握時間，儘速報名，報名表填妥後請交回辦公室。 

1.1.1.1.羅馬字入門班羅馬字入門班羅馬字入門班羅馬字入門班    

時間：每主日 8：50-9：30         地點：6F036F036F036F03 

授課：李雪美老師。 

2.2.2.2.新約綜覽班新約綜覽班新約綜覽班新約綜覽班    

時間：每主日 10：00-11：00       地點：B101B101B101B101    

授課：李晶晶牧師和何淑珍牧師。 

3.3.3.3.基要真理班基要真理班基要真理班基要真理班    

時間：每主日 10：00-11：00       地點：6M046M046M046M04 

授課：曾煥雯執事和鄭碩帆老師。 

4.4.4.4.婚姻靈修學婚姻靈修學婚姻靈修學婚姻靈修學----夫妻成長讀書小組夫妻成長讀書小組夫妻成長讀書小組夫妻成長讀書小組    

時間：每主日 12：00-13：10       地點：6F016F016F016F01    

帶領人：何堅仁長老和賴恩慈執事；輔導/老師：朱惠慈傳道 

5.5.5.5.祈禱入門班祈禱入門班祈禱入門班祈禱入門班    

時間：週三晚上 7：30-8：50       地點：約翰館約翰館約翰館約翰館 

授課：陳美玲老師(9/25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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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禱告會 

時間：9/27(五)晚上 7：30 

地點：5F 禮拜堂 

舉行教會季禱告會和福音隊感恩 

請兄姊預備心參加。 

9/26(四)禱告會改為 9/27(五)。 

9/19(四)禱告會恰逢中秋四天連

假暫停一次。 

四.兒童主日學親子一日遊改期至

11/10(日)  

時間：當天上午7：45集合(清真寺) 

地點：宜蘭，參訪羅東教會 

費用：100 元/人 

報名截止日：11/3 前。 

報名請洽：各班老師或 

辦公室南靜思幹事。 

歡迎主日學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參加。 

五.2013和平教會聖誕節晚會「回家」 

開始招募詩班、樂團、代禱勇士，

歡迎弟兄姊妹填寫擬邀請之福音

朋友、家人姓名及代禱事項，讓

代禱組一起為他們禱告！ 

代禱連結：http://goo.gl/HwH3C 

六.義賣柚子 

本主日 9/15，義賣玉里 30 年老欉

柚子 20 箱(350 元/箱)，義賣所得

奉獻本教會建堂基金。 

七.愛心助學金申請 

為幫助本會經濟困難之學生，特設

愛心助學金，協助學生求學。申請

者之相關資料完全保密，免附成績

單，若有需要請向各團契輔導或曾

昭 瑞 牧 師 申 請 ， 截 止 日 期

10/20(日)。 

詳情請參閱教會網站：

http://taipeihoping7.blogspot.tw/200

9/02/blog-post.html 

(愛心基金--助學金使用辦法) 

八.和平教會獎學金申請 

凡本會青年、青少年，固定參加團

契聚會、主日禮拜聚會且成績優良

者，得向本會培育委員會申請獎學

金(研究所、大專、高中、國中)。 

申請截止時間 10/20(日) 

詳情請參閱教會網站

http://www.taipeihoping.org/#

點選「表格下載」。 

九.暑期營會補助 

凡本會青年於暑假期間參加和平

教會所推薦的暑期營會，得備參加

營會之報名費收據、營會心得五百

字，於 10/20(日)前遞交曾昭瑞牧

師，以申請補助款。 

十.中秋節節慶家庭禮拜程序單 

附在第 1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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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原教會舊堂檜木椅子紀念品 

利用教會舊堂檜木椅子製作的十

字架(大：2,000 元、小:500 元)， 

歡迎至招待處一樓向幹事訂購 

(需先預付訂金方生產製作)。 

舊堂檜木椅子的木屑製成靠

枕，售價 300 元，亦可只買內容填

充木屑，與靠枕等量，售價120元。 

十二.牧長行程報告 

1.蔡茂堂牧師於9/20-25受邀前往

日本大阪主持中華基督教長老

教會退修會。 

2.李俊佑傳道將在 9/13-10/31 前

往東石接受鄉福培訓。 

十三.辦公室公告 

9/19((((四))))中秋節放假 

9/20-21((((五-六))))正常上班 

培育委員會消息 

1.福祿貝爾恩物課(第一恩物) 
時間：本主日 9：30 

地點：B201 幼主教室 

歡迎 4-6 歲的兒童參加。 

2.主日學每主日上課時間 

09：45 報到 

09：50 會前禱告 

10：00-10：20 詩歌歡唱 

10：20-10：45 合班禮拜 

10：45-11：15 分班上課 

請鼓勵並準時帶您的小朋友來上

兒童主日學，讓他們從小就來到上

帝面前。 

外展委員會消息 

1. 外展委員會同工會暨 

比撒列小組時間 

時間：本主日下午1：30 

地點：6F03 

2.宣道年會籌備會(三) 

時間：本主日下午3：30 

地點：6F03 

敬請同工準時與會 

3.國小生命教育備課讀書會 

時間：9/26(四)上午9：15 

地點：2F02 

主題：人與環境-欣賞自然 

繪本故事：生命有多長(遠流出版社) 

4.醫學講座 

主題：胰臟癌的預防與治療演講 

主講人：章明珠醫師 

主辦單位：廖永祥醫師之友會 

時間：本主日下午13：30-14：30 

地點：1F01 

歡迎兄姊參加 

5.社區醫學講座 

主題：漫談肝炎 

主講人：廖運範院士 

(長庚大學講座教授) 

主辦單位：博紹基金會 

協辦單位：和平長老教會 

時間：9/24(二)晚上 7：00 

地點：2F02 

歡迎兄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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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委員會消息 

今年聖誕節聯合禮拜清唱劇 

應許的旅程 

The Journey of Promises 練習 

時間：9/29 起每主日下午 1：15 

地點：2F02 

歡迎有負擔詩班服侍兄姊踴躍參加 

團契．小組消息 

松年團契活動 

1.9/29 慶生會與改選會 

敬請全體契友參加並改選會長，

由何淑珍牧師勉勵。 

2.2013 年度重陽敬老感恩禮拜及表揚

大會 

主辦單位：七星中會松年部 

時間：10/7(一)上午 9：30 

地點：馬偕醫院總院九樓 

費用：100 元/人 

報名截止日：9/25 前 

報名請洽：松年團契會長 

夫婦團契活動 

1.專題：俯仰天地間－從聖經看環保 

講員：陳慈美講師 

(生態關懷者協會秘書長中原大學講師) 

時間：10 月 6日下午 2:00-4:00 

地點：1F02    

2.幸福麵包電影觀賞分享會 

時間：本主日下午 1：30 

地點：B1 交誼廳 

活動流程： 

1:30-1:45 詩歌 

1:45-3:45 影片欣賞 

3:45-4:30 分享代禱 

歡迎兄姊參加，會後分享觀賞心

得以及為和平成為兄姊感到幸

福的教會代禱。 

幸福麵包影片幸福麵包影片幸福麵包影片幸福麵包影片 DVDDVDDVDDVD 如需外借用如需外借用如需外借用如需外借用

者者者者，，，，請洽辦公室駱美月主任請洽辦公室駱美月主任請洽辦公室駱美月主任請洽辦公室駱美月主任。。。。    

3.聯誼 : 中秋團圓慶和平 

時間：9月 19 日中午 12:00 

地點：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方式：烤肉、踏青 

費用：每人 250 元 

交通：自行開車或搭乘公車 

(需另安排可洽會長) 

報名：因場地考量，以 70 人為限 

請洽會長徐仁全，手機：0932286624 

4.依一小家聚會 

時間：10/05(六)下午 1：30 

地點：復興南路辛亥路口組員家 

主領：依信家 

聯絡人：王道一弟兄 

電話：0916526773 

歡迎兄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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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教會 

�為長執會所推薦的長執候選名

單，正在進行意願徵詢禱告，求神

保守每位被推薦徵詢的弟兄姐妹

都能回應上帝的感動，決定是否擔

任候選人。 

�為和平青契 9/14(六)的迎新聚

會、9/17(二)中秋迎新烤肉會禱

告，求保守青年的預備，吸引大一

新生參與和平教會的聚會。 

�為成人主日學秋季班的開課禱

告，求神保守五堂課的老師、學生

都能預備心來參加，透過這些課

程，老師與學員同蒙造就。 

�為和平人連嫣嫣牧師代禱 

連牧師在基隆安瀾橋教會牧會 

目前教會尚無青少年及社青團

契，請為 10 月即將開始的社青聚

會禱告，並為教會的青少年培育事

工代禱。 

�為開拓事工代禱 

a.請為十一月份在南港科技園區

找到合適園丁小組聚會的地點

代禱。 

b.請為俊佑傳道一家接下來兩個

月在鄉福培訓的適應、學習代

禱。 

肢體交通 

1.陳芸芸姐 9/12 在台大住院，9/13

做乳房手術，手術順利，請為術

後復元代禱。 

2.胡智翔姊妹血壓突然上升，心跳

太快，9/18(三)要回三總看報

告，請大家為她代禱，求神醫治

她，並賜她平安的心。 

3.盧玲珠姊妹(黃姿淳姊妹的阿嬤)

於 9/5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屬。 

4.林克明兄因肺部積水，目前住院

治療中，請大家為他代禱，求神

醫治看顧。  

代禱事項 

1.為世界 

敘利亞內戰仍持續，逃離的難民超

過 200 萬，已造成週邊國家極大

的負擔。懇求天父施恩保守，讓

敘利亞的內戰可以早日獲得解

決。 

2.為台灣 

立法院新會期即將開議，國民黨籍

國會議長遭開除黨籍，政壇震

盪。懇求天父彰顯公義，讓位高

權重者皆能敬畏上主、台灣回歸

民主憲政。更求主施恩保守，不

容許有心人士，趁亂通過有礙台

灣權益的法案。 

代禱‧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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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月第三主日「教會教育事工奉

獻主日」 

十月第三主日 10/20 為總會訂定教

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為教育事

工代禱及奉獻。主要事工：主日

學教育、生命教育、門徒培訓、

親子教育。如有感動，請至三樓

招待處取用奉獻帶奉獻。 

藝文消息 

1.天韻音樂分享會-把福音唱出來 

((((向這世代唱上帝的心)))) 

主辦單位：救世傳播協會  

時間：9/15(日)14：00 

及 19：0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大會堂 

(信義路五段 1號) 

索票時段：週一至週五 

10：00~12：00、13：00~16：00 

索票網址：www.ortv.com/ 

www.heavenlymelody.com.tw  

 

教界消息 

1.2013 第四屆 TKC 影像獎 

《角落裡的恩典》 

主辦單位：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 

期望提供福音短片與平面攝影

的創意平台與分享空間，開發青

年獨特的創造力、想像力，與人

分享美麗心靈視窗與感人的生

命故事。 

對象：凡喜歡拍照、寫作、設計、

分享之 13-40 歲青年皆可報名。 

徵件時間：11/1 止   

網路票選：11/4 止  

公告入圍名單：11/23 

徵件類別：恩典微電影類、圖像

文字故事類、攝影明信片類。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官網： 

http://youth.pct.org.tw 

2.七星中會教社部分區舉辦意外傷

害處理與預防講座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老人 

急重症基金會 

蘭陽區冬山教會 

時間：9/21(六)9：30-12：00 

報名費：100/人 

報名截止：各場次前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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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代禱信 

2013 和平聖誕晚會代禱信（（（（二）））） 2013/9/12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相信很多人第一次進入教會或是接觸信仰，都對詩歌和敬拜印象深刻，更有

不少人因著詩歌當中的歌詞，留下許多感動的眼淚，因此音樂的服事也是這次聖

誕晚會的重點之一。包括從兒主、幼主的唱遊、各團契肢體的獻詩到讚美操的服

侍，都包含在以「回家」為主軸的聖誕晚會當中，希望藉由詩歌當中的歌詞和旋

律感動每一位福音朋友。 

    代禱信函也會特別附上網路的福音朋友代禱單連結：http://goo.gl/HwH3C 

歡迎填寫讓代禱勇士們可以為你想要邀請或傳福音的朋友禱告，如不便公開內容如不便公開內容如不便公開內容如不便公開內容

也請特別註記也請特別註記也請特別註記也請特別註記。 

一、為劇組禱告及感恩事項 

劇組的道具清單正在趕工中，求神賜給負責的同工有智慧來想出各個場景需

要預備的道具或布置。 

九月底前拍攝及製作對外宣傳影片，希望藉由影片讓和平的弟兄姊妹有管道

和內容去邀請自己有負擔的福音朋友或家人，十分感謝在過程當中願意配合或支

援的弟兄姐妹。 

二、為音樂部分禱告及感恩事項 

感謝主，經過上週的開會，在孫愛光長老的協助之下，各團契之間在音樂、

詩班上的配搭已經大致確定，求神保守聯合室內樂團、詩班、敬拜團的服侍同工

安排順利，並能有適當的同工帶領練習，大家都能夠找到最適合的時間排練。 

三、為參與服事的同工禱告 

隨著時間接近聖誕節，接下來的排練和預備可能都會更緊湊，求神讓每一個

服事的同工在忙碌當中仍然有聖靈在當中保守大家的心思意念，有穩定的靈修、

穩定的聚會，與神維持好的關係，並能夠將所煩惱的事情學習交託上帝，而不是

倚靠自己。 

四、為邀請新朋友禱告 

在這冷漠的世代當中，很多時候傳揚福音是從為對方禱告、是從和福音朋友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開始，願心中對其他人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可以花時間為對方

禱告，也願意試著和對方建立好的友誼關係，求神在這當中賜給弟兄姊妹勇氣與

智慧踏出主動的第一步，看顧與新朋友之間友誼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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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函                  月亮和瑪尼 

蔡茂堂牧師 
2013年 2 月 2 日是和平教會大喜的日子，這一天我們舉行獻堂感恩禮拜，以歡

喜快樂的心把美麗的新教堂恭敬的奉獻在上帝的面前。這一天晚上也是我正式寫電函
向和平小會提出退休申請的時刻。 

和平小會員面臨這樣的時刻，決定每兩個月舉行一次長老分享會，盼望能夠建立
小會員間更親密和諧的關係，好凝聚共識來進行牧者轉換的過程。偉華長老感到在這
個時刻，我們須要鼓勵所有的同工，不論遭遇任何的困難，要更緊密的依靠上帝，來
堅定我們對上帝的委身。於是偉華長老邀請一些兄姐，討論如何做才能達到這個目
的。剛開始時，想要邀請同工一起觀賞電影 “人神之間” (Of Gods and Men)。這是一
部描述在九零年代七位法國神父宣道士，在阿爾及利亞遭遇，伊斯蘭激進派綁架與殺
害的電影。電影中深刻描繪七位宣道士在面臨巨大困境時內心的掙扎，以及對上帝更
堅定倚靠、委身的心路歷程。 

經過詳細、廣泛與深入的討論之後，大家覺得這部影片很好，但是主題有些嚴肅
與沉重。大家盼望能夠找到比較溫馨與柔和的影片，來鼓勵同工一起面對困難。美玲
姐建議大家看一部日本電影 “幸福的麵包”。這是由三島有紀子 (Yukiko Mishima) 根
據自己所寫的首部小說，所自編自導的影片。女主角理惠，男主角水縞尚，他們決定
一起離開東京，前往北海道洞爺湖旁的月浦，開了一間咖啡民宿 “Café Mani”。夏天，
鐵道員時生與被男友放鴿子的香織，在此相遇，共享咕咕洛夫麵包，共騎摩托車駛往
人生的新方向。秋天，因母親離婚出走而與父親關係冰冷的未久，在此與父親共享南
瓜濃湯，父女一起擁抱流淚而感到溫暖。冬天，經歷地震與獨生女去世打擊，又罹患
絕症的阿彩，與丈夫史生來到這裡，想結束痛苦的生命，經享用豆仁麵包而產生繼續
活下去的盼望。這是一部很溫馨的電影，在陪伴與分享中給遭遇各種困難的人帶來往
前行的力量。 

這部電影的開頭與結尾都是一本繪本 “月亮與瑪尼”。電影開始時，年幼的理惠
愛上繪本中的瑪尼。因為，瑪尼每晚都用腳踏車載著月亮，從東邊陪伴到西方。當月
亮感到太陽光很刺眼，而叫瑪尼將太陽摘除。瑪尼靜靜的聆聽月亮的訴苦，然後告訴
月亮，如果摘除太陽，月亮就會失去光明，夜間的行人將會迷失方向。是太陽照亮了
月亮，月亮再照亮了夜間的行人。電影結束時，理惠很高興的告訴水縞，我找到我的
瑪尼了。原來理惠一直在尋覓的瑪尼，就是一直默默陪伴在她身邊，與她分享各種麵
包與生活處境的水縞。 

2013年 6月 22日和平教會牧長執同工，一起在五樓禮拜堂欣賞 “幸福的麵包”，
接著是何堅仁長老主持的有獎徵答、王偉華長老主持的心得分享、我帶領的查經以及
分組討論與代禱，最後大家一起領受聖餐，並把自己內心的話寫在心型便利貼紙片，
貼在十字架前面的玻璃上。大家又到一樓分享南瓜濃湯與麵包。我們都一致認為，大
家要一起努力，讓每一位來到和平教會的兄姐，都能夠感受到有人陪伴與分享的幸福。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同工們決定要在 2013年 11月 2日一起研讀 “以一不能蓋全” 
這本書，並且着手規劃將長執會組織更新，由原來的崇拜、關顧、外展、培育、會務
等五個委員會，改為四個體系，會務體系 (行政與總務兩部)、事工體系 (崇拜、聖樂、
社區、宣道四部)、牧養體系 (四十歲以上關顧、四十歲以下關顧、小組、裝備四部)、
以及開拓體系 (與北四區教會在七星中會帶領下在南港科技園區進行開拓教會事
工)。我們明年會請四位牧師分別負責牧養體系的四部，盼望藉著這樣的組織更新，
能夠強化和平教會關顧陪伴與同工培育的兩大事工。讓和平教會成為，人人都能感受
到有上帝與兄姐陪伴、分享的瑪尼幸福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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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和平教會會員和會陪餐會員名單                                     主後 2013 年 9 月 6日修訂    
籍在、人在 

 A B C D E F G H I 
1 王乙珊 吳怡哲 林士洋 孫愛光 張溫波 陳育凱 黃光薏 劉永文 蕭和美 
2 王士維 吳俊緯 林之馨 孫綠美 張維薇 陳佩斌 黃呈坤 劉沐祈 蕭珊 
3 王小鳳 吳俞萱 林予平 徐仁全 張瑩瑩 陳依信 黃杏月 劉國強 蕭家緯 
4 王勻山 吳宣瑩 林世光 徐玉鳳 張競文 陳幸臣 黃念謹 劉康鉞 蕭堅財 
5 王太山 吳宥綾 林克明 徐格麟 曹木針 陳怡君 黃明仁 劉得鉦 蕭崑杉 
6 王玉山 吳炤華 林杏芳 徐菊枝 曹純 陳昌明 黃東偉 劉陳秀英 賴文儀 
7 王安雅 吳炯德 林足芳 徐瑞敏 曹高碧霞 陳明生 黃河 劉雪琴 賴信澤 
8 王志芳 吳夏語 林佩瑩 翁成韻 梁忠信 陳芸芸 黃玫珠 劉惠庭 賴恩慈 
9 王怡慧 吳啟東 林尚平 翁美雀 梁信惠 陳長伯 黃春怡 劉錫恩 賴恩儀 
10 王奕琪 吳愛顗 林忠諺 翁國榮 梁恩傑 陳冠語 黃玲珠 劉聰德 賴綉哖 
11 王盈臻 吳嘉軒 林明姿 馬浩鈞 梁篤信 陳勇愷 黃秋鳳 潘璦琬 駱美月 
12 王挺安 吳碧蓮 林芬遠 馬茹翎 莊惠美 陳恆順 黃美惠 蔡玉萍 繆昀 
13 王書婷 呂又慧 林芷伊 高正吉 莊璧華 陳昱文 黃孫萍花 蔡妙惠 繆昕 

14 王益章 呂火輪 林俊宏 高美女 許主欣 陳美玲 黃淑文 蔡和吟 薛恂恂 

15 王偉華 呂志清 林垠庭 高桂惠 許主芳 陳美晴 黃富源 蔡雨茵 薛惠惠 
16 王淑姿 呂美玉 林柯錦錠 高雅怡 許永基 陳美瑜 黃瑞榮 蔡茂堂 謝宇琪 
17 王雪枝 呂英豪 林英洲 高瑞穗 許宏成 陳香伶 黃詩雯 蔡淑慧 謝佳吟 
18 王雪美 呂恩賜 林素心 偕雅筑 許明基 陳真言 黃旗字 蔡雅如 謝佳蓉 
19 王景春 呂慧鳳 林惟庸 商正宗 許林華珠 陳翁春美 黃慧光 蔣龍杰 謝昀倫 
20 王智玉 巫曾春鳴 林陳錦萱 商溫虔謙 許信介 陳淇淐 黃慧娟 鄧文惠 謝芬芳 
21 王竣右 李玉華 林凱信 康主霖 許信允 陳淑貞(余) 黃慶堯 鄧文瑄 謝政雄 
22 王雲璇 李立中 林博惠 張中興 許信忠 陳淑琴 黃毅遠 鄧阿華 謝敏圓 
23 王道一 李佩琪 林黃彩雲 張天香 許信貞 陳清山 黃瑽寧 鄭后玥 簡文隆 
24 王銘益 李依龍 林愛翎 張心涪 許信裕 陳連巧容 楊予光 鄭宏洋 魏秀瑛 
25 王輝珍 李明貞 林楊玉枝 張文哲 許信燦 陳惠周 楊予謙 鄭秀愛 魏震威 
26 王證鼎 李易真 林瑜琳 張世安 許秋璧 陳詞章 楊玉嬌 鄭明珠 羅盛麟 
27 王證銘 李俊佑 林詩萍 張世娟 許美雲 陳毓豪 楊伯威 鄭家偉 蘇郁惠 
28 朱阿英 李洪瓶 林滿滿 張世媛 許哲誠 陳義芳 楊佩韘 鄭淑敏 蘇浩承 
29 朱淑芬 李婉琛 林翠玲 張米利 許素菲 陳榮崇 溫秋菊 鄭黃秋雪 蘇啟哲 
30 朱惠美 李婉瑜 林儀函 張伯鈞 許雪珠 陳德聖 溫重光 鄭睦瑛 蘇淑慧 
31 江立立 李敏萱 林餘慶 張伯瑄 許媄捷 陳鋒駿 溫陳秀英 鄭維元 蘇喜 
32 江吟香 李淑媛 武茂玲 張克成 許朝貴 陳曉惠 溫雪莉 鄭維新 蘇慧娟 
33 江妤庭 李晶晶 邱惠鈺 張希如 許瑋芳 陳蕭秀娥 溫肇垣 鄭維榮  
34 江依倫 李嘉明 邱應生 張志仁 許銘軒 陳諺玟 溫廣智 鄭澄洲  
35 江柏顥 李數慧 邱寶瑩 張怡瑜 許鄭寶桂 陳錦慧 葉雨恩 鄭燦然  
36 江堤莊 李翰 施秀麗 張芳俊 連興潮 陳韻之 葉崇嶽 鄭麗雪  
37 江婷婷 李穗玲 施素娥 張俊雄 郭心怡 陳獻堂 葉惟一 黎育宣  
38 江豐盛 杜宜真 施麗月 張玲玉 郭盈志 陳獻瑞 葉惟真 盧水來  
39 何主恩 沈月蓮 柯權 張貞惠 郭淑貞 彭若涵 葉謝惠美 盧永濱  
40 何俊傑 辛雅芬 洪新恩 張倩予 郭淑慈 彭楊月霞 葉瀛賓 盧亞德  
41 何堅仁 卓璇慧 洪德生 張益蘋 郭銘茹 曾以恩 董淑芬 盧忠信  
42 何堅信 周幸華 洪麗莉 張素椿 陳子苡 曾以寧 詹秀勤 盧林厚子  
43 何淑珍 周明慧 苗元盈 張淑婷 陳文子 曾玉萱 詹紫雲 盧玟瑩  
44 吳宏安 周炘賢 苗元紅 張莉德 陳月冠 曾林瑞椒 詹曉婷 盧姝璇  
45 吳宏俐 周美玉 苗德立 張陳尊意 陳平祥 曾昭瑞 廖怡亭 盧玲娟  
46 吳宏恩 周滿堂 范恩惠 張博瑞 陳正一 曾煥雯 趙恬 盧陳恆淑  
47 吳志宏 周鳳美 范筱婕 張博誌 陳民樺 黃千田 趙盈智 盧榮芳  
48 吳李雪美 周德盈 范燕婷 張博銓 陳如祥 黃文祈 趙素堅 盧叡  
49 吳孟方 周靜瑜 韋寶珠 張晴雯 陳妙瑛 黃正琪 趙國玉 蕭亦裕  
50 吳延庭 周寶秀 韋寶琴 張雅玲 陳志偉 黃永慶 趙國光 蕭如惠  
51 吳怡芳 林又青 孫雪卿 張雅琇 陳秀惠 黃光慈 劉文玲 蕭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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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在、人不在(會員因服兵役旅行外地或其他不可抗力者) 

 A B C D E F G H 

1 丁千光 吳奕辰 林俊宏 胡舒珊 梁望惠 陳婉茹 葉淑鈴 蕭怡真 

2 王仲菁 吳昭萱 林家安 胡菡容 莊子緣 陳淑貞(許) 葉湧恩 蕭舜友 

3 王仲儀 吳茂毅 林悅岑 胡蜀衡 許弘一 陳惠美 董永春 蕭曉芬 

4 王秀珊 吳嘉樺 林瑞輝 苗榕方 許玉青 陳菡柔 董倫賢 賴文慶 

5 王孟傑 吳戴雪月 林聖勇 范敏雪 許邱魏惠姬 陳雅芳 詹正行 賴百莉 

6 王怡婷 呂秀芬 林詩馨 徐丁秀純 許信欽 陳絹 詹秀娟 賴廷漳 

7 王亮云 呂依佳 林榮堅 徐子雯 許郁文 陳碧蘭 靳元良 賴怡君 

8 王飛祥 呂宛儒 林熙哲 翁士傑 許耕榕 陳緯武 廖經平 賴俐君 

9 王家琪 呂逸雯 林學庸 翁秀貞 許慈愛 游素秋 趙心瑜 賴品君 

10 王清秀 宋重生 林應穩 荒牧春 許瑞峰 湯宜婷 趙厚芬 賴姵汝 

11 王剴鏘 李文賓 邱垂銘 袁明豪 許夢周 黃千惠 趙劉蕊瑛 戴宇志 

12 王智璿 李伯良 邱美玲 高心怡 許戴惠美 黃文瑛 劉文欣 戴佑龍 

13 王瑞旺 李秀芹 邱素真 高楊麗雲 連育宏 黃玉燕 劉志忠 薛淑卿 

14 王榮德 李宛璇 邱錦榮 商佑君 郭文媛 黃奇吉 劉翎端 謝東廷 

15 王維敏 李宛儒 姜素貞 康乃月 郭志灝 黃宗振 劉惠坪 羅月美 

16 王鍾山 李承潔 施怡安 張永龍 郭芝瑜 黃信雄 劉瀚方 羅忞婷 

17 田豐肇 李旻諺 施婉菁 張生妹 郭彥麟 黃奕翔 潘錫安 蘇玟昕 

18 白馥禎 李秋娟 施義興 張希帆 郭麗瑛 黃思惠 蔡五妹 蘇靜飛 

19 江孟雯 李致瑩 洪司桓 張炳陽 陳一聰 黃泰元 蔡進國 龔雅欣 

20 江映帆 李廣韻 洪秀德 張美珠 陳尹甄 黃嫈智 蔡慈敏  

21 牟維堃 杜宗吉 洪美娟 張郁昇 陳心妤 黃瑋德 蔡慧君  

22 何林碧琳 杜詩婷 洪英俊 張容嘉 陳可嘉 黃瑟德 蔣芳璡  

23 何靜芝 周信孝 洪婕馨 張國維 陳立剛 黃詩婷 鄧世蘭  

24 何靜美 周奕如 洪瑞恬 張雅羚 陳名音 楊仁傑 鄭桂芳  

25 何靜虹 周彥宏 洪瑞嫻 張雅婷 陳怡伶 楊泓愷 鄭梁秋纓  

26 余曉安 和光惠 洪曉萍 張愛堂 陳俊鶯 楊美淑 鄭惠霙  

27 吳求森 林妍希 胡氏玉 張毓安 陳俐彣 楊祖欣 鄭超睿  

28 吳幸鴻 林秀蓮 胡周書羽 張碧合 陳姮秀 楊淑媛 鄭雅婷  

29 吳忠燁 林芳治 胡敏慧 張馨云 陳柏良 溫星惠 鄭燕瑜  

30 吳玟樺 林亭均 胡智翔 曹庭芳 陳泰丞 葉以琳 盧洲國  

陪餐會員總數：669 

(籍在、人在：440 籍在、人不在：229，另有不在會員名單存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法規 選舉規則 第一章 會員和會  

第４條 一年以上未參加所屬教會主日禮拜者，經小會決議後列為不在會員，不計算為在籍現有會員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法規 選舉規則 第一章 會員和會  

第５條 會員因服兵役，旅行外地或其他不可抗力者，事經會員和會前之小會認定者，得扣除其名額。 

教會法規選舉規則第 1 章第 3 條 

轉入會員籍滿三個月始有選舉與被選舉資格。 

以會員和會開會之日為準，三個月以入籍登錄日為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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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長老、執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長老候選 序號 執事候選人姓名 

1111    王偉華  1111    王乙珊 呂又慧 林餘慶 張莉德 陳芸芸 黃瑽寧 盧姝璇 

2222    朱淑芬 2222    王士維 呂志清 邱惠鈺 張博瑞 陳長伯 楊伯威 盧玲娟 

3333    江豐盛  3333    王小鳳 呂恩賜 邱應生 張博誌 陳勇愷 溫秋菊 盧叡 

4444    何堅仁  4444    王志芳 呂慧鳳 邱寶瑩 張博銓 陳恆順 溫陳秀英 蕭如惠 

5555    沈月蓮  5555    王奕琪 巫曾春鳴 施秀麗 張維薇 陳昱文 溫雪莉 蕭如雅 

6666    林世光 6666    王書婷 李玉華 施麗月 張競文 陳美玲 溫肇垣 蕭和美 

7777    林英洲  7777    王益章 李立中 柯權 曹木針 陳美晴 葉雨恩 蕭珊 

8888    高正吉  8888    王淑姿 李佩琪 洪麗莉 曹純 陳美瑜 葉崇嶽 蕭家緯 

9999    張世娟 9999    王雪美 李依龍 苗元盈 梁忠信 陳香伶 葉惟真 蕭堅財 

10101010    許信裕  10101010    王景春 李明貞 苗元紅 梁恩傑 陳真言 董淑芬 蕭崑杉 

11111111    許素菲 11111111    王智玉 李易真 苗德立 梁篤信 陳淑貞(余) 詹秀勤 賴綉哖 

12121212    陳秀惠 12121212    王道一 李婉琛 范恩惠 莊惠美 陳淑琴 詹紫雲 薛恂恂 

13131313    黃千田  13131313    王銘益 李婉瑜 韋寶珠 莊璧華 陳清山 詹曉婷 薛惠惠 

14141414    黃杏月 14141414    王證鼎 李嘉明 韋寶琴 許主欣 陳詞章 趙素堅 謝宇琪 

15151515    鄭維新 15151515    王證銘 李數慧 孫雪卿 許宏成 陳毓豪 趙國玉 謝佳吟 

16161616    盧亞德 16161616    朱阿英 李穗玲 徐仁全 許信介 陳義芳 劉永文 謝佳蓉 

17171717    蕭亦裕  17171717    朱淑芬 杜宜真 徐玉鳳 許信允 陳德聖 劉康鉞 謝芬芳 

18181818    賴信澤  18181818    朱惠美 沈月蓮 徐格麟 許信忠 陳鋒駿 劉得鉦 蘇郁惠 

     19191919    江立立 辛雅芬 徐菊枝 許信燦 陳曉惠 劉惠庭 蘇啟哲 

     20202020    江吟香 周幸華 徐瑞敏 許美雲 陳諺玟 劉錫恩 蘇淑慧 

     21212121    江依倫 周明慧 翁成韻 許哲誠 陳錦慧 劉聰德 蘇喜 

     22222222    江堤莊 周炘賢 馬茹翎 許媄捷 彭若涵 潘璦琬 蘇慧娟 

     23232323    江婷婷 周美玉 高桂惠 許朝貴 曾玉萱 蔡和吟  

     24242424    何俊傑 周滿堂 高雅怡 許瑋芳 黃千田 蔡雨茵  

     25252525    何堅信 周德盈 偕雅筑 郭心怡 黃正琪 蔡淑慧  

     26262626    吳宏安 周靜瑜 張中興 郭盈志 黃光慈 蔡雅如  

     27272727    吳宏俐 周寶秀 張天香 郭淑貞 黃光薏 蔣龍杰  

     28282828    吳宏恩 林又青 張心涪 郭淑慈 黃杏月 鄧文惠  

     29292929    吳志宏 林之馨 張文哲 郭銘茹 黃念謹 鄧文煊  

     30303030    吳怡芳 林世光 張世安 陳子苡 黃明仁 鄭后玥  

     31313131    吳怡哲 林杏芳 張米利 陳月冠 黃玫珠 鄭宏洋  

     32323232    吳俊緯 林足芳 張伯鈞 陳平祥 黃春怡 鄭家偉  

     33333333    吳俞萱 林明姿 張克成 陳如祥 黃玲珠 鄭睦瑛  

     34343434    吳宣瑩 林芷伊 張希如 陳妙瑛 黃淑文 鄭維榮  

     35353535    吳宥綾 林垠庭 張志仁 陳志偉 黃詩雯 鄭燦然  

     36363636    吳炤華 林凱信 張芳俊 陳育凱 黃旗字 鄭麗雪  

     37373737    吳炯德 林博惠 張倩予 陳佩斌 黃慧光 盧水來  

     38383838    吳夏語 林愛翎 張益蘋 陳依信 黃慧娟 盧永濱  

     39393939    吳愛顗 林瑜琳 張素椿 陳怡君 黃慶堯 盧林厚子  

     40404040    吳嘉軒 林翠玲 張淑婷 陳明生 黃毅遠 盧玟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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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教會家庭禮拜參考資料 [2013 年中秋節] 
 

Belonge 破冰歸屬 10 分鐘 

名稱：福杯滿溢 

教材：一個杯子、裝滿水的水瓶 (水容量大於水杯)。 

進行： 

1.主理者請先在水杯杯身上貼「福杯滿溢」，並在水杯內裝半杯水 

2.請每位家人（成員）輪流倒水在水杯裡，當水滿出水杯的那一個就是「輸

家」。 

3.玩第二次時，在倒水之前要先對家中其中一位成員講一句『讚美』的話，

然後再倒水，當水滿出水杯的那一個就是「輸家」。 

4.當玩過兩三次之後，有『輸家產生』時，主理者再宣布「請其他成員（家

人），每人給予他一句讚美的話」。 

分享： 

1.當你看到水滿出來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2.請問輸家：你是輸家，當你得到的竟然是「被讚美」時，你有什麼感覺？ 

Bless  敬拜讚美 15 分鐘 

愛我們的家 天韻  專輯：給我換顆心  (歌譜在第 15 頁) 

每個人愛他家就有光彩，每個人付出家就不孤獨， 

每個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個人寬恕家就有幸福， 

讓愛天天住你家，讓愛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愛我們的家。 

Bible 聖經分享 40 分鐘 [一家團圓蒙神恩] 

經文：創 45:1-15, 25-28; 創 46:1-7 

討論：1.約瑟和家人分離的原因是什麼？ 

      2.對你來說家庭團聚為什麼重要？ 

      3.你是否曾經做過傷害家庭的事？你認為神的大能可以勝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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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約瑟原先與父母和十一個兄弟住在一起，有著美滿的家庭生活，然而因為

雅各的偏心及兄長的嫉妒，帶來販賣約瑟及欺騙雅各的罪行。雅各受到隱

瞞欺騙直到約瑟與他的兄弟相認，在這期間，雅各內心冰涼，且已經失去

對兒子們的信任。一切的事得到轉機，是因為約瑟相信上帝的帶領能超越

罪惡，並且約瑟願意原諒過去兄長對他的傷害。家庭會有傷痕，不外乎來

自偏心、嫉妒、誤解、不誠實、不履約、言行不一等各種原因，然而若能

相信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並且彼此寬恕

家人的錯誤和軟弱，上帝必能超越罪惡，帶來家庭關係的成長和改變。那

麼家庭的團圓不再僅是人團圓，更是心團圓。 

Beseech 互相代禱 15 分鐘 

 [禱告詞]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讓我們家人可以有團聚禮拜的時間，求你幫助我們，因著

你的愛，我們可以學習用正確的方式與家人相處，讓我們與家人的生活中，學習

彼此切實相愛，除去一切的誤解、傷害，學習彼此饒恕、赦免。讓家人能夠珍惜

共同團聚的時間，學習彼此的愛，來榮耀見證你的名。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家庭並不單是因為一群共同生活在一起，也不單單是因為血緣的關係，就能夠建

立美滿的家庭生活。一個幸福的家庭，需要能夠彼此接納，相互赦免。因為我們

都是不完全，也都不一定是對的。惟有在愛裡彼此接納，才能夠建立一個屬神心

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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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法 

戶    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七星中會和平教會 

（所有銀行或郵局帳號皆使用此戶名） 
統一編號：18032193 
一般奉獻使用帳號如下： 
銀行帳號：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  

480-221-04070-0 
教堂重建專用帳號如下： 
郵局劃撥帳號：50037053 
銀行帳號：彰化商業銀行大安分行

5130-01-00234-0-00 
國外奉獻使用（建堂帳號專用） 
Chang Hwa Bank. Ta-An Branch 
No.177, Sec. 1, Ho-Ping East Road, 
Taipei, Taiwan, R.O.C 
SWIFT code：CCBCTWTP513 
Beneficiary's name： 
Taipei HoPing Presbyterian Church 
Account No：5130-01-00234-0-00 
「＊為提高教會財務作業的安全、正確
及效率，敬邀弟兄姊妹採用匯款方式奉
献，若屬月定奉獻者，於第一次匯款時，
請向辦公室登記姓名及匯出款帳號。」 

【本週奉獻資料】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67,332 

幼幼 430 

幼主 90 

兒主 663 

小計 68,515 

月定奉獻 

110141(匯款),110261(匯款) 200 

110058(匯款) 500 

070097A,080003,110424,120109 
090092(匯款) 

1,000 

060006,110008,120026,180012 
160068(匯款) 

2,000 

040003,080189,110229,120050 
120106,140027,170020 

3,000 

170021 3,500 

070159,110001,140078 4,000 

080071,140062,150058 5,000 

070164 7,000 

070066 8,000 

113032(匯款) 9,000 

070162,080026,140006,170009  10,000 

070183(匯款) 13,000 

170004,100062(匯款)  30,000 

小計 204,400 

建堂專案奉獻 

060001,070044,150056 200 

110058(匯款) 320 

建堂義賣 400 

070164 500 

040003,100025,110028,110087 
140023,980116 

1,000 

120026,140031 2,000 

060004,120004A,140027 3,000 

110001 4,000 

170019 6,000 

190014  10,000 

170054(美金支票)  17,790 

140002 200,000 

小計 258,290 

感恩奉獻 

120111 100 

190004 200 

040079 400 

040026,070164 500 

070003,070097,110018,110302 
140074,160055 

2,000 

100042 3,000 

080018 5,000 

170005  10,000 

小計 31,7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080140 500 

110232 1,000 

040050 2,000 

070191 5,000 

110268  20,000 

小計 28,500 

婦女團契 

週間聚會奉獻 1,300 

青少年團契 

週間聚會奉獻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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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一覽表 

禮 
 

拜 

類別 時間 場地 上週人數 
第一堂 主日 08：30 

三‧四樓禮拜堂 
97 合計 

第二堂 主日 10：00 308 
537 

第三堂 主日 11：30 132 

禱 
 

告 
 

會 

類別 時間 
本週 上週/次 下次聚

會時間 場地 內容 / 主理 人數 
第一堂會前禱告 主日 08：20 三樓禮拜堂  8 09/22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09：50 三樓禮拜堂 江豐盛長老 5 09/22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許素菲執事 12 09/22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2 中秋節暫停一次 33 09/27 

開拓事工禱告會 主日 09：00 6F05 陳群鈺姊妹 6 09/22 

小 
 
 
 
 
 
 

組 

安得烈IV-B小組 每月第 2、4 週三 
19：30-21：00 7F04-05 周幸華姊妹 10 09/25 

安得烈IV-A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二 
19：30-21：30 7F04-05 溫秋菊姊妹 12 09/24 

安得烈 V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五 
19：30-21：30 組長家 林中先師丈  09/27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12：30 6M04 陳詞章執事  10/06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13：30 6F01 謝敏圓長老  09/22 

腓立比小組 每月最後週三 
19：30 組員家 林博惠執事  09/25 

喜樂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9：30-11：30 6F01 林瑜琳執事  10/06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6M01 林英洲長老  09/22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13：30 6M04 王淑姿姊妹 13 10/07 

若慈小組 主日 9:00 6F04 何若慈姊妹  09/22 

甘泉小組 每週二 10：00 6F01 賴恩慈執事 7 09/17 

恩惠小組 每月第 1、3 週二
19：30 6F01 林素心執事  09/17 

醫師小組 每月第三週三 
19：30 7F03-05 林凱信弟兄  09/18 

恩慈小組 單週三 20：00 張瑩瑩診所 張瑩瑩執事  09/18 

K.B.小組 週五 10：00 2F03 讀經/王雪枝長老 13 09/20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8：30 張芳俊弟兄家 盧永濱弟兄 7 10/11 

依一小組 每月一次 13：30 組員家 王道一弟兄 21 10/05 

永續小組 每月第 1 主日
14：00-16：00 6F01 蕭崑杉弟兄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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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契 

類別 時間 
本週 上週/次 下次聚

會時間 場地 內容 / 主理 人數 

松年團契 主日 08：35 B107 健康講座 14 09/22 
成人團契 主日 08：50 B101 讀書會 25 09/22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0 09/22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3 練詩 18 09/17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中秋節暫停 16 09/27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迎新烤肉  09/17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6F03 信仰活動 40 09/21 

社 
 
 

區 

毛線編織班 主日11:30-13:30 6F05 黃淑文姊妹 11 09/22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09：30 2F02 陳錦慧執事 17 09/19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師大教育大樓 乾美穗子姊妹  11/06 
讚美操 週二 9：30-9：55 1F01 陳翁春美姊妹  09/17 
繪畫班 週三 09：30 1F01 張素椿姊妹 10 09/18 
F .M.媽媽小組 週五 09：30 6F01 沈月蓮姊妹 17 09/20 

詩 
班 
樂 
團 

兒童少年樂團 主日 12：00 B102 張中興弟兄 12 09/22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約翰館 范恩惠傳道 24 09/17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B102 沈佳縈姊妹  09/21 
提摩太敬拜團 主日 14：00-17:00 B102 莊智皓弟兄  09/22 
青契詩班 主日 14：00 B101 王怡慧師母  09/22 
手鐘團 主日 14:00-15:30 B101 莊智皓弟兄  09/22 

主
日
學 

班級別 時間 
下次聚會 上週 

人數 
下次聚會

時間 場地 內容/主理 
福祿貝爾恩物班 主日 09：30 B201  6 09/22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29 09/22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1  10 09/22 
兒童班 主日 09：45 B206 禮拜堂 他是我兄弟 31 09/22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6F02 
立志做個灰姑娘/
陳民樺執事 

6 09/22 

婦女查經班 週四 10：00 張雅琇長老家 約翰福音  09/19 

創世記查經班 
每月第三週 
週六 9:00 

5F03(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09/28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建堂基金建堂基金建堂基金建堂基金++++待售股票及股息待售股票及股息待售股票及股息待售股票及股息    

                                                    (@59.3(@59.3(@59.3(@59.3 元元元元////股股股股))))    

303030305555,,,,171171171171 仟元仟元仟元仟元    

支出：已支付建築工程款等 298,106 仟元 

截止日建堂結存數     7,065 仟元 

截止日：2013/9/8 

＊建堂最後一哩路：買回約翰館所需經

費約為2,600萬元，截止日817萬元，

完成率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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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09/15 
 
 

主 
 
 

日 

聖 工 項 目 第一堂(華語) 第二堂(台語) 第三堂(華語) 

招待與司獻 
許信介 

陳怡如、陳淑貞 
何堅信、謝佳吟 

陳維娟、王乙珊、李婉瑜 
陳妙瑛、孫永治 
周寶秀、張貞惠 

新朋友關懷 王雪枝、張淑琴 賴恩慈、吳宥綾、蔡菲芳 沈月蓮 
音、影、投影 簡恩義、墜添成、吳雅真 李憲明、徐仁全、王益章 呂恩賜、呂英豪 
會 務 影 音 陳昌明 許信裕 呂英豪 
愛 餐 安得烈 IV-A 小組 預備組長：林芷伊 恢復組長：卓璇慧 
禱 告 服 侍 王偉華 
緊急醫護關懐 沈慧安、劉文玲 
週 報 印 製 林予全 投影片製作：青契敬拜團 見證：楊予謙 

下 主 日 各 工 項 聖 工 輪 值 

09/22 
 
 

主 
 
 

日 

聖 工 項 目 第一堂(華語) 第二堂(台語) 第三堂(華語) 
講 道 李晶晶 
司 會 陳秀惠 鄭維新 劉文玲 
司 琴 陳美晴 周靜瑜 敬拜團 
領 詩  簡文隆 張志仁 
獻 詩 趙涵潔 婦女詩班 敬拜團 

招待與司獻 
葉嫦懿 

謝佳吟、許雪珠 
孫愛光、鄭維新 

張天香、夏佳恩、陳永信 
許素菲、李依龍 
張貞惠、李敏萱 

新朋友關懷 王景仁、姚曉梅 高正吉、陳昭明、江婷婷 周幸華 
音、影、投影 傅瑋俐、徐仁全、李敏萱 曹木針、黃士庭、張沅晟 林俊宏、王婉姿 
會 務 影 音 曾煥雯 林士洋 呂英豪 
愛 餐 社青團契 預備組長：卓璇慧 恢復組長：阮姮娘 
禱 告 侍 奉 許信裕 
緊急醫護關懐 林凱信 
週 報 印 製 卓邑垣 投影片製作：敬拜團 見證：劉珍銘 

 

 

禮拜地點：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第一堂華語禮拜第一堂華語禮拜第一堂華語禮拜第一堂華語禮拜上午 8：30 第二堂台語禮拜第二堂台語禮拜第二堂台語禮拜第二堂台語禮拜上午 10：00  第三堂華語禮拜第三堂華語禮拜第三堂華語禮拜第三堂華語禮拜上午 11：30 

主任牧師：蔡茂堂        電話  2394-7665       E-mail:tsai@hoping.org.tw 

外展牧師：李晶晶        電話  0911-637-297       E-mail:chinglee714@gmail.com 

培育牧師：曾昭瑞        電話  0920-621-210       E-mail:chaojui.t@gmail.com 

關顧牧師：何淑珍        電話  0933-632-239       E-mail:jane1910@gmail.com 

外展傳道：李俊佑        電話  0939-468-330       E-mail:gtalky@gmail.com 

教會電話：2351-0087     傳真：2351-0118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10649106491064910649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183183183 巷巷巷巷 9999 號號號號    

網    址：www.hoping.org.tw         E-mail：admin@hop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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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抉擇)))) 
主講：商正宗牧師 

【講道大綱】 

序：我們的一生是一連串選擇的累積從

出生到死亡 

一、選擇的四型態 

1.自己 

2.別人 

3.環境(命運) 

4.屬肉體的(撒旦的) 

二、二個結果(太 7：13-14) 

1.選擇→決定→自己負責 

2.二條路→對或錯 

三、以掃的選擇((((錯的))))， 

喪失神的祝福，why？ 

(希伯來書 12：16-17) 

1.敗於誘惑：(創 25：30) 

2.錯誤的價值觀：(創 25：32) 

3.輕視長子的名份-輕視神的祝福

輕視上帝(創 25：34) 

4.假如你們徬徨路上，偏左或偏 

右，你們會聽到背後，有聲音對

你們說：「這是正路，走上去吧！」

(賽 30：21) 

 

臺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 

 

福音週報 

2013年09月15日 

NO.1546 

結論： 

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 26：41) 

2.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7) 

3.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林前 9：27) 

4.假如你們徬徨路上，偏左或偏 

右，你們會聽到背後，有聲音

對你們說：「這是正路，走上去

吧！」(賽 30：21) 

【默想】    

1. 你人生的道路選對了嗎？ 

2. 你每天的選擇是靠自己或靠

神？ 

3. 你是否常禱告及用神的話語作

你選擇的依據？ 

【金句】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

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

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馬太福音七章 13-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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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選擇((((抉擇))))    

經文：創世記 25：27-34 

主講：商正宗牧師 

時間：二０一三年九月一日 

序：我們的一生是一連串選擇的累積 

從出生到死亡 

兄姊平安！上帝賜給人一個極大之恩

賜，就是「選擇的自由」。創世記記載，

上帝創造亞當夏娃後，吩咐他們，但這吩

咐裡，卻有自由選擇之權利，可以吃或不

吃那分辨善惡的果子。人的一生，便是其

選擇的累積。從出生到離世，每件事都要

通過選擇的過程。有意識或者無意識裡，

人都在做選擇。孩提時，父母親為你做選

擇。年紀漸長，開始有自己的主張，要參

與決定。成人後，就自己做決定，比如對

象、專業、工作等等。退休後，選擇要做

什麼。年紀老邁時，或許會由兒女協助，

決定生活起居的安排。離開世界時，他人

幫忙選擇埋葬方式、等等。人的一生就是

許多選擇。選擇有四種型態。 

一、選擇的四型態 

1.自己 

自己選擇。以色列的百姓喜歡自己選

擇自己的道路，所以聖經說，他們偏行了

自己的路，最後痛苦一生。記得在東部牧

會時，聽過一位長老的故事。某次，他要

從花蓮到基隆探訪剛生產完的親人。四、

五十年前，東部的路不很好走，長老年事

已高，兒子就說：「爸爸，你不要走陸路，

坐船吧！船比較平穩，從花蓮港到基隆港

也不會很久，和走陸路差不了多少的。」

這位老長老便帶著兩隻紅面鴨，到花蓮港

口買了船票。即將出發時，他問要搭哪艘

船？人告訴他，進去就會看到了。他進去

一看，有數艘船停泊在港口，他選了一艘

看起來比較大、比較美觀的船，覺得途中

應該會比較穩，就上船去了。經過好一段

時間，他覺得納悶，怎麼那麼遠？及至抵

達，他上岸一看，奇怪，基隆港口怎麼那

麼大？並且港邊往來的人們，都操日本語；

基隆港何時變得如此？他就問人說，「這

裡是哪？」人們告訴他說，「這裡是日本。」

原來，他坐錯了船，去到日本了，手上還

拎著兩隻紅面鴨。還好，回程的船還有空

位，船務員就讓他又坐回了台灣。回到台

灣，親戚朋友們對他的經歷捧腹大笑，肚

子都快裂開了。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有時

自己做的選擇，不一定是最正確的。 

2.別人 

有時選擇是別人代勞的，可能是父母、

朋友、親人、或者夫婦之間。夏娃代替亞

當，選擇了吃善惡樹的果實，可能是「替

你選」的最標準模型。蛇告訴夏娃：「你

吃的日子不一定會死」，所以夏娃吃了。

夏娃吃了後，聖經說，她就推薦給丈夫亞

當，亞當也吃了，兩人就犯了罪。 

人生有些決定，不一定是自己選，而

是別人代替選擇。這不一定是好的，也不

一定是壞的。有位弟兄執壺做牙醫，他說，

當年選擇就讀牙醫學系，是因為祖母的緣

故。當時，他考上醫學院，想選眼科，但

又覺得牙科也不錯；正猶豫不決時，他問

奶奶說，「阿嬤，我選哪一科比較好？」

祖母反問他：「你想選哪科？」「我想選

眼科。」阿嬤說：「孫子，人只有兩隻眼

睛，卻有三十二顆的牙齒，你應該選擇牙

科，這樣工作才會源源不絕。」這位弟兄

現在是一位很好的牙醫師。 

做選擇時，別人的意見有時候會很好，

但不一定皆是如此。 

3.環境（（（（命運）））） 

環境，就是台灣人口中的「命運」，

生存的環境。環境，無法選擇，但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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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好像保羅，他常說，身上有根刺，他

很痛苦。有聖經學者解作，他有些與生俱

來的殘疾，讓他在傳福音時、在監牢裡時，

常因為這病，受到很大的痛苦。保羅三次

求上帝將刺挪去，但是上帝沒有，只說，

「我的恩典夠用」。保羅後來認為，這刺

不是他的痛苦，而是上帝給他的祝福，使

他謙卑順服，倚靠上帝侍奉。人的生命也

常是如此，外在處境不一定能改變，但是

內在對處境的態度、思想卻可以改變。好

像保羅，那根刺沒有去掉、環境沒有變化，

但他的心起了變化，人生就有了變化，看

法不一樣了。 

有些人，生在經濟條件較為不佳的家庭，

生活很苦。記得在東部牧會時，有一位在

教會幫傭的會友，家庭經濟狀況特別窮苦。

她有三個兒子，常常為了他們讀書的學費

而操勞，但她仍一心想栽培孩子。為了節

省電費，三兄弟每晚站在路燈下讀書。三

人長大後，上帝祝福他們成為「三師」：

老師、律師、和牧師。他們生活貧苦，但

他們沒有被環境所擊敗，因為對上帝的信

仰，他們說：「不，我可以改變先天環境

的惡劣，創造美好的人生」。 

4.屬肉體的（（（（撒旦的）））） 

讓魔鬼替人做選擇，這是最糟糕的。

如同蛇替亞當、夏娃選擇，說：「你吃的

日子不會死」，亞當夏娃聽了，就吃了。

今日經文中，以掃的選擇也屬於這一類「錯

誤的選擇」。信仰生活中，常會有這樣的

經驗，好像保羅一樣，「立志行善時，卻

行了惡。所不喜歡的惡去做；所喜歡的善

卻不做，真是苦啊！」但是，靠著耶穌基

督，人可以勝過。以掃的選擇卻不是如此。 

四種選擇，但只有兩種結果。 

二、二個結果((((太 7：13-14)))) 

1.選擇→決定→自己負責 

無論是上述哪一種選擇，最終都是個

人的選擇，因為是自願接受或拒絕的。亞

當說：「你創造的這女人害我」，夏娃說：

「你創造的那蛇害我」，但都不為上帝所

接受。所做的是自己的選擇，選擇接受或

拒絕這選擇，所以最終還是自己要負責

任。 

2.二條路→對或錯 

馬太福音第七章告誡人說，有兩條路，

一條寬大，當中的門也大，進去的人多，

但這條路通往滅亡；另一條路門窄、路小，

找著的人不多，但它通往永恆。（太 7:13-14）

人生的選擇只有兩個結果，無論由誰做出

選擇，最後仍是自己的選擇，因為人有權

利接受或拒絕，所以個人要為自己的選擇

負責，無法推諉。決定有好有壞。以掃就

做了錯誤的選擇，選了路大、門寬，但通

往滅亡裡的路。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自

己長子的名份，和上帝的祝福與恩典。今

日談到以掃的損失，也令人不禁思考，是

什麼原因，導致以掃有這錯誤的選擇？ 

三、以掃的選擇（（（（錯的）））），喪失神的祝福，

why？((((希伯來書 12：16-17)))) 

1.敗於誘惑((((創 25：30)))) 

希伯來書 12:16-17：「恐怕有淫亂的，

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

己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

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

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

道的。」（來 12:16-17）經文清楚指出以

掃做出錯誤選擇的原因。首先，因為他無

法控制慾望。以掃打獵後感到疲憊飢餓，

見弟弟在煮紅豆湯，就被湯引誘，要求弟

弟給他喝。弟弟要以掃以長子名份來交換，

以掃竟說，他因飢餓疲憊就要死了，長子

的名份還有何用？就這樣為了一碗紅豆湯，

把長子的名份給了弟弟。以掃無法自制慾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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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選擇時，也常受肉體的慾望所驅

使，而影響了抉擇，如同以掃一樣。聖經

說，屬靈和屬世的人，眼睛的視野會不一

樣。屬靈的人看得長遠，能自制，在上帝

的祝福和一碗紅豆湯之間，會選擇上帝的

祝福。 

耶穌遭逢魔鬼試探時所做的回應，成

為人們的最好榜樣。馬太福音4:1-11記載，

魔鬼三次試探耶穌。魔鬼首先攻擊耶穌肉

體上的需要，因為知道他已經禁食禱告了

四十天了。魔鬼對耶穌說：「你若真是上

帝之子，就把石頭變成餅，解決肉體上的

缺乏。」但耶穌說：「人活著，不只依靠

食物，還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太

4:4） 

之後，魔鬼帶耶穌到聖殿頂端，說：，「若

你真是上帝之子，從這跳下去吧，上帝必

差天使來扶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說：「不要試探你的主上帝。」第三

次，魔鬼帶耶穌到高山上，看世上的榮華

富貴，引誘他說：「世上的權勢都在我手

中，你若願拜我，我就將這些都給你。」

耶穌說：「唯有單單敬拜你的主上帝。」

聖經記載，耶穌拒絕了三次誘惑後，魔鬼

便離開，有天使來伺候他。當基督徒以信

心拒絕俗世誘惑，至終惡者會不再攪擾，

上帝會差遣使者來幫助基督徒，以致於生

活不匱乏。所以，在遭遇選擇時，要記得

如何克制自己，勝過誘惑。 

本人目前參與台灣血液基金會關心愛

滋病患者的工作，協助感染「人類免疫缺

陷病毒」（HIV）的患者，申請基金會的人

道救濟金。基金會報告發現，台灣愛滋病

患者的身份，「學生」佔前三名之一，約

有百分之七十，年齡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

瞭解學生罹患愛滋病的原因，一是參加朋

友的玩樂聚會時，在其中施打毒品，因而

感染；或者是接觸中交互感染。這些學生，

因為無法拒絕同儕，最後自身染上這無法

醫治的世紀病毒。 

聖經警戒人，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

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

了。(太 26：41) 

2.錯誤的價值觀((((創 25：32)))) 

第二個原因是錯誤的價值觀。紅豆湯

或上帝的祝福，哪個比較重要？以掃說：

「我就快餓死了，這長子的名份，於我有

何用處？」沒有用，選擇紅豆湯吧。以掃

因此喪失了上帝那極大的祝福。 

價值觀有三方面，價值的高低、本質

的好壞、和價值的重要性。玻璃和鑽石，

何者較有價值？當然是鑽石。何者較有質

感？當然也是鑽石。紅豆湯是玻璃，上帝

的祝福是鑽石，而以掃拒絕了鑽石，選擇

了玻璃。讀者感到很愚蠢，但事實上，人

的價值觀往往受了社會的影響，不知道正

是自身的價值觀，決定了人生的價值。人

生的內涵取決於價值觀。若視金錢為首要，

就會向錢看、往錢走。看什麼為世上最重

要的，人的一生就會往這些目標去。因此

耶穌在聖經裡告誡人說，不要為物質而憂

慮，因為生命勝過飲食，身體勝過衣裳。

但人往往相反，眼中只見世上的物質享受，

忘了上帝給人的生命、身體，比物質更重

要。 

人的價值觀若混亂，如同以掃一樣謬

誤，便會失去上帝極大的祝福，人生走向

偏路，因為價值觀決定人生。路加福音第

十二章講述一位富人，因為田地豐收，甚

至倉庫無法完全收藏那五穀、寶物，就對

自己的靈魂說，來興建一座更大的倉庫，

儲蓄這些財寶吧。「靈魂啊，你可以安安

逸逸，因為這麼多用不完的財富」。但耶

穌說，假若上帝今晚就要帶走他的靈魂，

他的儲蓄最後會歸誰呢？（路 12:16-20）

透過富人的價值觀，上帝讓人思考，靈魂

重要？還是倉庫裡的物資重要？生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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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日常飲食重要？身體重要，還是所穿

的衣裳重要？人生的價值決定人生的內涵。

以掃做了錯誤的選擇，反客為主，所以賣

掉長子名份，失去上帝的祝福。耶穌說，

誰能夠藉著憂慮，增加自身的生命壽數？

人若得到全世界，卻失去生命，又能用什

麼來交換呢？在人生裡，我們一定要確定

價值觀正確，才能擁有正確的人生觀。 

3.輕視長子的名份—輕視神的祝福，輕

視上帝((((創 25：34)))) 

最後一個以掃錯誤的原因是，他輕視

了長子的名份。希伯來書說，以掃就看輕

長子的名份。在以色列習俗中，長子擁有

雙倍，有上帝雙重的祝福。華人文化亦同。

上帝的祝福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特別恩

待以色列這長子。但聖經說，以掃看輕了

長子的名份。看輕長子的名份，等於看輕

了上帝。以掃輕視長子的名份，等於輕視

上帝的祝福，也輕視了上帝本身。好像人

若送你一份貴重的禮物，你不要，這就藐

視了送禮的人。以掃就是如此，他藐視了

上帝給的禮物、上帝的恩典，選擇了他喜

歡的紅豆湯，因而損失了上帝最大的祝福。

聖經說，上帝是輕慢不得的。當人做抉擇

時，往往要決定，要將上帝擺放在第一位，

或者以自己為優先。耶穌給了人最好的榜

樣，當他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他說，若

是可以，把這杯挪去，但不是按我的意思，

而是按照父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穌接受了

苦杯——十字架，成為人的救主，救贖了

全人類。當時若耶穌按自己的心意，便不

會接受苦杯；但他選擇順從上帝，就成就

了人類最大的恩典，救贖的恩典。 

人的一生中常常遭遇類似抉擇。我就

讀神學院的最後一年時，同時開始牧會，

經介紹在高雄鳳山一所大教會裡侍奉。當

時總會以抽籤的方式，分派神學院的應屆

畢業生們，所有申請傳道人的中會都需要

來抽籤，以抽到的籤的數字順序，來決定

挑選傳道人的優先次序。當時鳳山的教會

很期待我可以留下，繼續牧會，但我告訴

他們，我是長老會的傳道人，我要順服長

老會的規定。若教會能事先和總會協調，

讓我留在鳳山，我就留下。若是這個方法

不行，那就不要勉強，因為這不合乎上帝

的旨意。鳳山的教會去和總會協調，但沒

有成功。結果抽籤時，抽到最優先選擇權

的是東部中會，東部中會找了我去，派我

到了一間佈道所。教會不大，位在尚武鎮

旁的一處小漁港村，幾乎等同去開拓。教

堂是一間房子，裡面有一廳、一張桌子、

幾張椅子。我們住在旁邊一間小房間裡，

房間大約兩張榻榻米大小。房子裡沒有電

燈和自來水，上廁所時要到外面，即便是

下雨天也一樣。用幫浦抽出來的地下水都

是紅的，因為那裡的土質是紅土。晚上聚

會，沒有電燈就點油燈，大家一起看詩歌

本唱詩、做禮拜。睡覺時要三更半夜起來

抓跳蟲、打蚊子。但那是我們最快樂的一

年。我們抵達後，幫助鎮民在鎮公所旁開

設手工班，介紹手工請他們代工，也因此

邀請到包括鎮長在內，十幾位慕道友來聚

會。白天不忙時，和會友去海裡撈魚苗；

打漁回來，大家一起吃新鮮的魚湯和生魚

片。晚上雖要點油燈，但大家一起快樂唱

詩、敬拜。睡覺時雖有蚊蟲、跳蚤，但禮

拜堂與海岸只相隔一條馬路，路旁就是太

平洋的海岸，可以聽到海浪拍打沿岸的聲

音，像催眠曲一般。那時有位長老幫我養

豬(我出錢)，把母豬養得肥肥的，後來還

生了一窩小豬，其中一隻給我，到我們要

離開時才賣掉。是一段很快樂的牧會生活。

聖經說，上帝為人選擇了最好的，比自己

選擇的更好。不要像以掃一樣，為了眼前

的一點慾望，便拒絕了永恆上帝的祝福，

喪失自己長子的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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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 26：41)))) 

聖經教導人如何做美好的選擇，首先

是人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因為人

的心裡雖然願意，但肉體是軟弱的。 

2.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7)))) 

第二，不可給鬼魔留地步，不要給魔

鬼有機會。古人說，不要以善小不為之，

不要以惡小而為之。不論善、惡、大、小，

人都要警醒，特別是不可給鬼魔留地步。 

3.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 9：27)))) 

第三是要克服己心，順服基督。人要

克服自身的慾望和一切，以致於能夠順服

上帝。 

4.假如你們徬徨路上，偏左或偏右，你

們會聽到背後，有聲音對你們說：「這是

正路，走上去吧！」((((賽 30：21)))) 

第四，聖經說，假若人正在徬徨路上，

不知該偏左或偏右，會聽到背後有上帝的

聲音，說：「這是正路，要向前走」。上

帝可以在人生中告訴人說，前頭要帶領你

的是一條正路，要向前走。 

我們低頭禱告。 

禱告 

感謝親愛的主，願你的話語成為人每

日生活的指標，讓人從你得著屬靈的智慧

與力量。在做每一件選擇時，願人做正確、

合乎你心意的選擇，使生活有見證。願我

們在每件事上，都能榮耀上帝。奉主耶穌

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見證    我的上癮見證    江立立姊妹 

My Testimony on Addiction (Lili Chiang) 

When I think of past days, I see that God 
blessed me in all areas. Now I would like 
to give a testimony on my addiction. 回顧

過往，感謝神在各方面的祝福保守，在此，

我要用上癮這件事作見證。 

Many years ago, I got addicted to a 
computer game. It seriously influenced 
my sleep and also had some other side 
effects. My eyesight in particular, wa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One day I went 
to see Millet’s Painting Exhibition in th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by myself. I met 
a lady who was also there alone. She told 
me she was working in a Tainan Hospital 
as a nurse. She took a day off just for this 
exhibition. We had a good sharing along 
the way. I told her how badly I was 
addicted to computer games and that it 
was affecting my eyesight. I had to ask 
her to read the description of each 
painting for me. She did so and also told 
me to quit computer games, otherwise 
my eyesight may not recover. Her 
professional, kind and loving advice 
helped me avoid this temptation for a 
long time. God loved me so much he 
even sent an angel from far away to pull 
me out of this addiction.多年前我迷上玩

電腦遊戲，嚴重到影響我的睡眠品質並帶

來其他後遺症，特別是我的視力變得越來

越差。有一天我一人去歷史博物館看米勒

畫展，我遇到一位女士也是獨自前去看展，

就走在一起；她告訴我，她是台南一家醫

院的護士，她請一天假就是為了看這個展

覽，一路上我們有很好的分享，我告知我

深陷於玩電腦遊戲，以致視力變差，我要

求她為我讀每一幅畫作的說明，她不但幫

了這個忙，還勸我不要再玩電腦遊戲，否

則我的視力恐將無法復原，她出於專業、

善意及愛心的建議助我免於這種試探有很

長一段時間。多麼奇妙，上帝如此愛我，

竟遠道差來天使，讓我脫離這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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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l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I 
got two weeks off of the BSF Day 
Women’s class, so I didn’t have to do any 
BSF homework for two weeks (Feb. 6 
and 13). I was proud I hadn’t watched TV 
news or cartoons for a couple of months. 
I thought, “How can I use my new spare 
time?” Without really thinking about it, I 
started to play a computer game to kill 
time. I thought, “I can limit my time and 
not get addicted however. However, I 
could not stop playing. 時光飛逝，今年年

初BSF日間婦女英語查經班有兩週放假(二

月 6 日與 13 日)，可以免做作業，那段時

間我正為了已經停止看電視新聞與卡通好

幾個月而有些許驕傲，但這段閒暇時間我

該如何打發呢？沒想太多，我開始玩電腦

遊戲，以為自己對時間已可掌控，不會輕

易上癮，結果是我又停不下來。 

One day in my quiet time, I thanked God 
for answering my prayers, and then wrote 
in my diary, “Forgive me for this addiction.” 
The next morning, I read a few chapters 
in the Bible as usual. Before I wrote a 
response and prayer in my diary to the 
message in the Bible, I wrote, “Forgive 
me.” again. Afterward, I started to read 
the message in “Our Daily Bread” for May 
28th, 2013. The message was strong and 
effective and it seemed as if it was written 
just for me. The author wrote: “God has 
the power to change all our old habits 
even the stubborn ones. With faith in Him, 
we can win the victory.” In Genesis, lives 
of Jacob and Joseph can describe this 
truth. Since then, I have not played this 
game anymore. I now use my spare time 
to read Christian books. And at the BSF 
sharing day, I went to the front to witness 

God’s grace on this matter. 一天在我靈

修的時間，我感謝上帝回應了我的禱告，

又補上一句：「為上癮的事請你原諒。」第

二天一早我照例讀幾章聖經，在日記寫下

回應與禱告之前，我又寫了：「原諒我。」

寫完日記之後，我開始讀五月二十八日的

「靈命日糧」，竟是針對我的一段強而有力

的訊息；作者引出：「藉著對上帝的信心，

他對我們各樣頑強的老習慣有改變的大

能。」他能幫助我們得勝，創世記中的雅

各與約瑟就可說明此一事實。自此，我竟

沒有再玩電腦遊戲了，我用閒暇時間看屬

靈書籍，也在 BSF 本學期最後一天的分享

日到前面去見證神的恩典。 

Because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I had 
been addicted to computer games, I 
urged my BSF leader Shannon Hsia and 
other group members to pray for me and 
strengthen me.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Self-control” is one of the fruits of 
the Spirit, so I must fully rely on Him, not 
on myself. I give thanks to God for His 
direction and will strive to rely on Him all 
the time to win every battle against Satan. 
因為這不是我第一次上癮，我要求我的 BSF

小組長與其他組員為我禱告並堅固我，我

也注意到「節制」是聖靈九果其中之一，

我必須全然依靠他才成，不是靠自己。我

要感謝上帝的一切引導，當全然依靠他，

對抗撒但，以贏得每一場戰役。 

Finally, I will use Paul’s experience in 
Romans 7:19 and 25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 For I do not do the good I want 
to do, but the evil I do not want to 
do—this I keep on doing. Thanks be to 
God, who delivers me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最後我想以羅馬書 7 章

19 及 25 節保羅的經歷和大家互相勉勵：

“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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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我倒去做。但感謝神，靠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P.S. 1. There are some verses good for 
reference: Romans 8:5; 1 Corinthians 
6:12, 10:13; Psalms 94:18; Jeremiah 
33:3; and Galatians 5:22.  2. I thank 
Pastor Tsai for reviewing this testimony.  
3. I wrote this testimony in English as one 
of the BSF members’ request, because 
there are two members from Malaysia 
and one from America. I want to share 
with them all.附筆.1.一些值得參照的經文：

羅馬書 8:5; 哥林多前書 6:12, 10:13;詩

篇 94:18;耶利米書 33:3;及加拉太書 5:22。

2.謝謝蔡牧師檢視此文。 

Romans 8:5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have their minds set on what the 
flesh desires; but those wh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have their 
minds set on what the Spirit desires.’ 

1 Corinthians 6:12 ‘“I have the right to do 
anything,” you say—but not everything is 
beneficial. “I have the right to do 
anything”—but I will not be mastered by 
anything.’, 10:13 ‘No temptation[a] has 
overtaken you except what is common to 
mankind. And God is faithful; he will not 
let you be tempted[b]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But when you are tempted,[c] 
he will also provide a way out so that you 
can endure it.’ 

Psalms 94:18  ‘When I said, “My foot is 
slipping,” your unfailing love, LORD, 
supported me.’ 

Jeremiah 33:3‘Call to me and I will 
answer you and tell you great and 
unsearchable things you do not know.’   

Galatians 5:22-23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forbeara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Against such 
things there is no law. 

羅馬書 8: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

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哥林多前書 6:12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

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

總不受它的轄制。,  

10: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

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

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

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詩篇 94:18 我正說我失了腳，耶和華啊，

那時你的慈愛扶助我。;  

耶利米書 33:3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

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及 

加拉太書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 

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13 年 09 月 16 日 2013 年 09 月 20 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09/16 

（一） 

箴言 

第二十四章 

本章經文教導我們要如

何與惡人相處呢？ 

09/17 

（二） 

箴言 

第二十五章 

本章經文有兩處關於吃

蜜的建議，您對此建議有

何感想呢？ 

09/18 

(三) 

箴言 

第二十六章 

本章經文教導我們，與愚

昧人相處要注意什麼

呢？ 

09/19 

（四） 

箴言 

第二十七章 

你對於本章箴言有關朋

友的教導，有什麼感想

呢？ 

09/20 

（五） 

箴言 

第二十八章 

你對於本章中有關貧窮

人的教導，有什麼感想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