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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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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瑞牧師 第二堂台語 講道：曾昭瑞牧師 

 司會：陳秀惠執事  司會：高正吉長老 
 司琴：傅瑋俐姊妹  司琴：周靜瑜姊妹 
   領詩：陳詞章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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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首「聽啊，天使高聲唱」 
(台)新聖詩第 51首「星辰燦爛照暗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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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詩 啟應文 31 以賽亞 9 章 

  (台)新聖詩 啟應文 50 以賽亞 61 章 
會 眾 

獻 詩 
       神愛世上人 第一堂 有 志 重 唱 

        光照阮 第二堂 希 幔 詩 班 
聖 經 馬可福音 2：1-12 司 會 
講 道 褥子團契 曾昭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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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台)新聖詩第 397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會 眾 

祝 禱  曾昭瑞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 三 堂 華 語 講道：曾昭瑞牧師 司琴：沈奕伶姊妹 

 司會：黃念謹執事 領詩：張希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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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宇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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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 2：1-12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褥子團契 曾昭瑞牧師 
回 應 詩 歌 (華)「人們需要主」 會 眾 
祝 禱  曾昭瑞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3 年12 月15 日 

NO.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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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講道大綱】 

一.被身體禁錮的靈魂 

1.生活無力自主 

2.醫學無計可施 

3.社會毫無貢獻 

二.最好的社群團體 

1.了解需要 

2.採取行動 

3.付上代價 

三.看到誰的信心？ 

罪赦了與行走 

回應與思考 

1.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 

2.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褥子 

3.帶你的朋友來 

【默想】 

1.你覺得癱子的四個朋友，在什麼

地方讓你覺得最可貴？ 

2.什麼是你生命中的褥子？ 

3.教會應該怎樣做，才能讓人感受

到愛與溫暖，分享你的看法。 

【金句】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

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馬可福音二章 5節 

【【【【第二堂獻詩】】】】    

光照阮光照阮光照阮光照阮 

願主榮光慈面真光照佇阮 

願祢榮光慈容真光照佇阮 

阮得著救互阮得活命 

通佇暗暝尋著阮的路 

願祢榮光照阮 

主祢恩典自祢親手賞賜阮 

主祢恩典自祢親手賞賜阮 

互阮得著救互阮得活命 

通佇暗暝尋著阮的路 

願祢恩典互阮 

願主疼痛灌沃佇阮永遠無息 

願主疼痛灌沃佇阮永遠無息 

互阮得著救互阮得活命 

通佇暗暝尋著阮的路 

願祢疼痛灌沃阮 

願祢榮光照阮 

祢的榮光照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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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獻詩】】】】    

神愛世上人神愛世上人神愛世上人神愛世上人 

神愛世上人甚至將祂獨生子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名的人得到永遠的生命， 

神愛世上人祂賜給我們祂的獨生子， 

叫一切信祂名的人不致滅亡 

永遠不致滅亡， 

因為神差祂的獨生子降世不是世人罪， 

乃叫世人因祂得拯救， 

神愛世上人甚至將祂獨生子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名的人不致滅亡， 

不致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 

因為神差祂的獨生子降世不定世人罪， 

乃叫世人因祂得拯救拯救不致滅亡，反

得永遠的生命永遠的生命永遠的生命。 

 



 

    

    

    

    

    

    

    

    

    

    

    

    

    

    

    

    

    

    

    

    

    

    

    

    

【【【【第一堂華語回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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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堂華語回應詩】】】】    

人們需要主 

1.人們走過我身旁，他們眼中流露出， 

心中空虛與愁煩，走向未知路。 

人生路程極艱難，整日心恐懼， 

歡笑掩飾心哭泣，耶穌能醫治。 

2.主召我們發真光，現世代對錯不分， 

有何代價嫌太高，向失喪者傳福音。 

當人們背負重擔，祂以愛同擔。 

只有我們能傳揚，永生的真道。 

(副歌) 

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 

在美夢破滅之時，祂為人開路。 

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 

何時我們才知，人們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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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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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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肢體繳交季行事曆 

敬請各主日學、團契負責之同工，

於 12/20(五)前，將明年第一季的

團 契 聚 會 內 容 繳 交 至 辦 公 室

admin@hoping.org.tw，以利第一

季教會行事表製作。 

四.創世記查經班 

時間：12/21(六)上午 9：00 

地點：B1 禮拜堂 

敬請兄姊踴躍參加 

五.泰澤禱告會 

� 時間：每週三上午10：00-11：00 

地點：約翰館禱告室 

歡迎兄姊前來靜默禱告。 

� 待降節個人靜默 

待降節自十二月第一主日起至十二

月第四主日止，為期四週。在「待

降節」的期間，期待兄姐深思主耶

穌來臨的目的，並在靈修、禱告中

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符合主

的旨意，並求主使我們的靈命得到

更新。 

時間：每主日上午10:00-下午1:30 

地點：約翰館禱告室 

歡迎需要靜默的兄姊，在開放的時

間前往禱告室，享受安靜。 

六.婚前輔導課程 

計畫於 2014 年上半年結婚之成對

青年，請於 12/29(日)前向曾昭瑞

牧師登記，以利安排婚前輔導的合

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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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一.聖誕聯合禮拜暨聖禮典 

本會訂於12/22(日)上午9:00舉

行聯合聖餐禮拜及洗禮典禮。敬

請兄姊預備心參加，一同守主聖

餐。並為當天預備洗禮、轉籍的

兄姊守望禱告。 

二.聖誕晚會「回家」 

(1)12/21((((六)))) 晚上 5：30 為點心時

間，晚上 6：30 開始歡慶主耶

穌的誕生，歡迎邀請新朋友來

參加，一同來共襄盛舉，歡慶

主耶穌的誕生。 

(2)聖誕晚會「回家」 

和平教會 12/21(六)聖誕晚會

「回家」之邀請卡，歡迎兄姊

多多利用，邀請福音朋友參加

晚會，邀請卡之索取，請洽辦

公室或一樓 BB 卡處。 

(3)聖誕晚會陪談志工招募與培訓 

邀請您成為陪談志工，在晚會

呼召之後，陪伴一位舉手決志

認識耶穌的福音朋友們，遞上

一份小小禮物袋、傾聽與分

享，讓耶穌的愛繼續溫暖他/她

的心!  

報名：禮拜後，一樓大廳陪談

志工報名處。 

培訓時間:本主日下午1:30~3:00 

培訓地點: 6F03 教室 

講員: 雷靜如傳道(校園團契) 



 

崇拜委員會消息 
敬請參加第二堂禮拜三樓的會

友儘量往前坐，以免詩班席前常空出

很多座位，並請保留後面走道二旁的

座位給我們敬愛的年長者、弱視者、

坐輪椅者或晚到者，四樓的會友請儘

量往中間坐，好方便後到的兄姊入

座。 

2.2013 年聖誕聯合詩班練習 
詩班+樂團練習 

� 時間：本主日下午 1：15 

  地點：B2 禮拜堂 

� 時間：12/21(六)下午 2：00  

  地點：3F 禮拜堂 

3.為林克明弟兄告別禮拜獻詩 

時間：12/21(六)上午 9：00 

地點：5F 禮拜堂 

請服侍詩班兄姊集合練詩。 

外展委員會消息 
1.社區醫學講座 
主題：食品安全知多少 

時間：12/17(二)晚上 7：00 

地點：1F01 

講員：長庚醫院-顏宗海醫師 

主辦單位：博紹基金會 

協辦單位：和平長老教會 

歡迎兄姊邀請朋友參加。 

2.醫學講座 
主題：認識鼻咽癌 

時間：12/15(日)下午 1：30 

地點：1F01-1F02 

講員：婁培人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廖永祥醫師之友會 

協辦單位：和平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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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終志工感恩餐會 

時間：12/29(日)晚上 6:00 

參加對象：2013 年在教會參與服

侍的同工及家眷一名。 

敬請各肢體負責同工彙整報名資

料，並於 12/17(二)前回報關顧委

員會高正吉長老或辦公室，以利

統計人數。 

八.跨年半宵禱告會 

時間：12/31(二)晚上10：00-1：00 

地點：5F 禮拜堂 

歡迎兄姊踴躍參與。 

九.辦公室報告 

� 訂購聖誕糕之會友，請洽辦公室

繳費領取。 

� 聖詩詩歌本一本優惠價 360 元，

需要的人請向辦公室購買。 

� 招募庭院志工，因為教會的澆花

水管比較重，週間需要弟兄協助

處理，敬請有志者一起參與庭院

的維護。 

� 已訂購小十字架、靠墊和木屑的

會友，可至一樓招待處領取。(大

十字架烙印錯誤，重製中，請再

稍候，敬請見諒) 

社區部消息 

12/24 聖誕節和平教會報佳音 

集合時間：12/24(二)晚上 7:30 

集合地點：1F 大廳 

歡迎兄姊踴躍參與傳福音的好機

會，一同帶給社區好消息。請向辦公

室報名。 



 

教界消息 
1.房角石音樂工作室-第十四屆敬拜
與宣教音樂研習會-得這地為業 

時間： 

� 台北場 2/7-2/8(五-六) 

中崙長老教會(台北市松山區敦

化南路一段 80 巷 36 號 1樓) 

� 高雄場 2/9-2/10(日-一) 

和春飛揚敬拜中心(高雄市大寮

區中庄里信義路 40 號 5樓) 

報名費用：每人 1,000 元。 

早鳥特價 800 元，12/16(一)止。 

繳費方式：郵政劃撥帳號 42273604 

戶名：社團法人磐石音樂教育學會 

連絡方式：02-2546-8092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磐石福

音遍傳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崙

教會 

2.台灣世界展望會-徵召飢餓三十
小隊長 
時間：2014/1/25(六)中午 12：00 

地點：高雄國家體育場(高雄市左

營區世運大道 100 號) 

報名截止日：12/16(一)止 

藝文消息 
細拉合唱團年度聖誕音樂會 
時間：12/20(五) 晚上 7:30 入場 

地點：台北衛理堂(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一段 113 號) 

近捷運板南線忠孝新生 6號出口 

本次音樂會特別邀請榮獲傳統藝

術金曲獎的桃山國小合唱團一同

演出，免費入場，機會難得，相

關資訊請搜尋細拉合唱團的粉絲
專頁『Selah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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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守望 
肢體交通 

1. 林克明兄於 11/29(五)上午安

息，謹訂於 12/21(六)上午 10：00

於本會五樓禮拜堂舉行追思禮

拜，請為遺族代禱。 

2. 方英傑兄擬於 12/13(五)開刀觀

察腸阻塞，請為他這段觀察期能順

利代禱。 

3. 徐家英女士(福音朋友管菲菲姊的

外婆)，臥床不起，請為她代禱，

求主保守她能聽見福音，早日脫離

虛弱的狀況。 

代禱事項 
1.為世界 

泰國政府解散下議院、計畫明年改

選；反對派持續抗爭中。懇求天父

施恩保守，讓泰國找到合適的政治

運作模式、減少動盪。 

2.台灣 

2013 年度代表字「假」（民間機構

所辦票選）。懇求天父施恩憐憫，

讓我們（政府及百姓）都有追求真

理且願意努力實踐的心。 

3.為教會 

�為教會 12/21(六)晚上的聖誕晚

會「回家」邀請福音朋友的事工

禱告，求神保守每位兄姊都能在

聖靈的感動帶領下，邀請福音朋

友，並感每位受邀請，能夠一起

來參與晚會，認識上帝。 

�為 12/14(六)的教會事工研討會代

禱，求神幫助各個部門有清楚的目

標、計畫，能夠落實關懷、陪伴的

事工，使和平教會成為充滿愛、溫

暖、分享的家。 

�為教會的牧者、全職同工、長執的

健康代禱，求神保守我們的同工，

都能身心健康、靈命健壯，彼此服

侍，榮神益人。 

�為和平人連嫣嫣牧師代禱 

目前在基隆安瀾橋教會服侍 

a.教會約 60-70 人聚會，年長者占

半數，請為兒主事工能有同工委

身服侍代禱。 

b.明年希望能開展年長者事工，求

神預備。 

c.為連嫣嫣牧師靈力與體力代

禱，在會友關懷及各項事工中彰

顯神的榮耀。 

�為開拓事工代禱 

a.請為12/24中午在園區內的報佳

音（詩歌、見證、分享）代禱，

盼望藉著聖誕節帶動園區內的

福音氛圍。 

b.請繼續為在園區內與更多的公

司機構接觸代禱，讓開拓與福音

的訊息有更廣的管道。 

c.求神先預備中研院內的福音機

會和福音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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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函                 最後一哩路    

      蔡茂堂牧師 

和平教會 2007 年 10 月 21 日會員和會議決通過要改建教堂。感謝主，祂感動和

平教會的兄姐，過去六十多年來，一直為教堂改建奉獻，並且將奉獻金額購買了六

棟在教會附近的公寓。感謝上帝，讓我們順利將這六棟公寓出售，籌得建堂資金約

一億一千萬。建堂的這八年來，雖經歷金融海嘯，但會友總共為建堂奉獻了約一億

九千萬元，我們一起經歷了上帝豐盛供應的恩典。 

感謝上帝的恩典與保守，我們得以在 2013 年 2 月 2 日舉行新堂落成感恩禮拜。

新堂雖落成，但第二期裝潢工程，我們需要追加 566 萬元，加上之前尚未付的尾款，

目前教會尚欠宏昇公司一千萬元。另外我們在 2012 年 2 月 19 日會員和會議決，於

三年內，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以原售價將約翰館買回、加上五樓增設冷氣機組、

五樓露台增設隔音屏柵、乙梯增設側邊不銹鋼扶手、新堂標誌系統、敬拜團練隔音

室等待改善工程預估費用，總共約需要三千萬元左右。 

為了能夠儘早還清欠宏昇公司的一千萬元，以及購回約翰館與後續新堂待改善

工程的三千萬元，小會於 2013 年 12 月 1 日議決，請主任牧師先鼓勵全體長老執事

為此奉獻，然後在 12 月 15 日以牧函將此建堂結案所需要的四千萬元讓全體會友知

道，讓全體會友有機會一起來參與建堂這最後一哩路的奉獻。 

我想起七年前，當我們面對接近三億元的建堂預算時，大家同心一意的盡力擺

上。建堂期間，有兄姐堅持全家不去國外渡假，好省下錢作建堂奉獻，有姐妹把他

的退休金拿出來奉獻，有人不添購新衣，有人邀請未信的家人、朋友也來奉獻。從

兒主小朋友的撲滿儲蓄奉獻、每口 50 元的五餅二魚每月奉獻、每口 1,000 元的小撒

母耳每月奉獻、大額一次奉獻、先貸後獻、無息借款等等方式，如此，聚沙成塔、

眾志成城，我們完成了建堂經費大部份的奉獻。我深深感受到因著兄姐五餅二魚，

同心的奉獻，上帝大大的祝福了我們。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有四十四位兄姐在建

堂八年來，長期持續不停的為建堂經費奉獻。盼望上帝在我們當中興起更多的五餅

二魚與小撒母耳的奉獻，讓我們一起持續的、默默的為建堂結案經費奉獻，一直到

建堂事工完全結束。 

目前，我們還剩下最後一哩路的四千萬元。感謝主的恩典，我們的長老與執事

們，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已經以奉獻或貸款認獻超過一千萬元。為了鼓勵全體會友

能夠有份於建堂結案經費的奉獻，我們請財務同工把七年前給大家的建堂認獻單內

容稍作修改之後，今天再一次印成週報夾頁，請大家拿回去後，在主面前禱告，按

照上帝所賞賜給我們每個人的恩典與內心的感動，填下您願意參與這次建堂結案的

奉獻。我深信，那在我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腓 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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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部財務事項公告： 

1.年底將至，若兄姐欲將奉獻金列入

本年度奉獻收據做為報稅抵減者，

需於 12/29(日)前完成奉獻，逾期者

僅能列為次年度奉獻。 

2.各肢體同工欲申請事工經費或已預

支款待銷帳者(12 月份以前預支

者)，亦請提早於 12/29(日)前完成。 

3.申請聖誕節事工經費，即日起各肢

體同工可以先向財務部預支，待明

年 1/5(日)前限期完成銷帳。 

【本週奉獻資料】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79,306 
幼幼 1,345 
幼主 312 
小計 80,963 

月定奉獻 
113016 600 
040042,060010,080169 1,000 
110008,110040,110232,140077 2,000 
070009,070093,070100,070167 
110166,110415,120059,150008 
150018,160073,170021 

3,000 

080071,080072,110024,140062 5,000 
070021,110081 6,000 
090087 6,500 

070164 7,000 
070066,180007 8,000 
080192,140006,150063 10,000 
040040 15,000 
小計 151,100 

建堂專案奉獻 
120020,150056 200 
070044,070164,有志 500 
110087,140023 1,000 
110404 2,000 
040040 3,000 
070021 4,000 
070103 7,000 
080058 10,000 
110224,130080 50,000 
路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小計 329,900 

感恩奉獻 
070164 500 
040026,040071,040079,050023 
080072,170003,180009,150070 

1,000 

060010,070021,070097,070103 
110121 

2,000 

113027 2,300 
100042,140074,170044 3,000 
160064 5,000 
070181,170005 10,000 
小計 54,800 

聖誕節奉獻 
040075,070021 2,000 
110404 5,000 
小計 9,000 

愛心基金 
090083 10,0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070103 1,000 

招待餐點奉獻 
040002 3,780 

開拓教會 
070209 4,000 

宣道年會奉獻 
有志 200 

場地使用 
140062 1,000 

婦女團契 
週間聚會奉獻 1,200 

青少年團契 
週間聚會奉獻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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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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合計 
第二堂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396 625 第三堂 主日 11：30 三‧四樓禮拜堂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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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09：50 三樓禮拜堂 江豐盛長老 5 12/22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許素菲執事 5 12/22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2 黃慧娟姊妹 38 12/19 
開拓事工禱告會 主日 09：00 6F05 世界之大 7 12/22 
泰澤禱告會 週三 10：00 約翰館 李晶晶/何淑珍牧師 3 12/18 

團 
 
 
 

契 

松年團契 主日 08：45 B107 讚美禮拜 22 12/22 
成人團契 主日 08：50 B101 聖誕節  12/22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聯合禮拜 35 12/22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2 探訪 21 12/17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預備聖誕晚會 20 12/20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全教會聖誕晚會 22 12/21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聖誕晚會 24 12/21 

小 
 
 
 
 
 
 
 
 
 

組 

安得烈 IV-B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三 
19：30-21：00 1F01 周幸華姐妹 16 12/25 

安得烈 IV-A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二 
19：30-21：30 1F01 溫秋菊姐妹 12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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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12：30 6M04 陳詞章執事  01/05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14：00 6F01 謝敏圓長老  12/22 

腓立比小組 每月最後週三 
19：30 組員家 林博惠執事  12/25 

喜樂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9：30-11：30 6F01 林瑜琳執事  01/05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6M01 林英洲長老  12/22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13：30 6M04 王淑姿姐妹 8  

甘泉小組 每週二 10：00 6F01 賴恩慈執事 9 12/17 

恩惠小組 每月第 1、3 週二
19：30 B202 鄭燦然執事  12/17 

醫師小組 每月第三週三 
19：30 1F01 林凱信弟兄  12/18 

恩慈小組 單週三 20：00 B203 張瑩瑩執事  12/18 
K.B.小組 週五 10：00 2F02 讀經/王雪枝長老 10 12/20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8：30 張芳俊弟兄家 盧永濱弟兄 6 01/17 

依一小組 每月一次 13：30 組員家 王道一弟兄   

永續小組 每月第 1 主日 
13：15-15：00 B202 蕭崑杉弟兄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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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類別 時間 
本週 上週/次 下次聚 

會時間 場地 內容/主理 人數 

毛線編織班 主日11:30-12:30 6F05 黃淑文姐妹 8 12/22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09：30 2F02 陳錦慧執事 16 12/19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師大教育大樓 亁美穗子姐妹  12/18 

讚美操 週二 9：30-9：55 1F01 陳翁春美姐妹 9 12/17 

繪畫班 週三 09：30 1F01 張素椿姐妹 8 12/18 

F .M.媽媽小組 週五 09：30 1F01 沈月蓮姐妹 9 12/20 

詩

班 

． 

樂

團 

兒童少年樂團 主日 12：00 B102 張中興弟兄 16 12/22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約翰館 范恩惠傳道 22 12/17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B102 沈佳縈姐妹  12/21 

提摩太敬拜團 主日 14:00-17:00 B102 莊智皓弟兄  12/22 

青契詩班 主日 14：00 B101 王怡慧師母  12/22 

手鐘團 週四 19：00 B101 莊智皓弟兄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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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22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34 12/22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1 看見主的面 7 12/22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 禮拜堂 看見主的面 27 12/22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6F02 聯合禮拜 5 12/29 

羅馬字入門班 主日08:50-09:30 6F03 李雪美老師 10  

松年查經班 主日 08：45 B107 查經/分享  12/22 

婦女查經班 週四 10：00 張雅琇長老家 約翰福音  12/19 

創世記查經班 
每月第三週 

週六 9:00 
B1 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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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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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秀愛 
江豐盛、溫秋菊 

陳正一、林芷伊、吳宏恩 
張貞惠、呂恩賜 
吳明珊、周晉瑋 

新朋友關懷 王雪枝、魏秀瑛 賴恩慈、鄭麗珠、張世娟 社青 
音、影、投影 廖怡亭、吳雅真、徐仁全 吳夏語、吳炯德、葉嫦懿 繆昀、徐仁全 
會 務 影 音 曾煥雯 許信裕 呂英豪 
愛 餐 青年團契 預備組長：韋寶珠 恢復組長：韋寶琴 
禱 告 服 侍 林士洋 

緊急醫護關懐 陳恆順 
週 報 印 製 林予全 投影片製作：敬拜團 見證：謝宇琪 

下 主 日 各 工 項 聖 工 輪 值 

12/22 
 
 

主 
 
 

日 

聖 工 項 目 聖誕禮拜暨聖禮典 

講 道 蔡茂堂牧師 
司 會 王偉華 
司 琴 周靜瑜 
領 詩 盧亞德 
獻 詩 聯合禮拜 

招待與司獻 
謝佳吟、趙國玉、姚曉梅、王景仁 

張貞惠、詹家銘、王淑姿、王乙珊、吳宏恩 
新朋友關懷 謝敏圓、沈月蓮、蔡菲芳 
音、影、投影 曹木針、黃士庭、仲容耕、謝佳蓉 
會 務 影 音 許信裕 
愛 餐 成人團契 預備組長：林芷伊 恢復組長：卓璇慧 
禱 告 侍 奉 趙國光 

緊急醫護關懐 張博瑞 
週 報 印 製 林俊宏 投影片製作：敬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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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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走向髑髏地 

經文：路加福音 23：33-43 

主講：鄭碩帆神學生 

時間：二０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

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

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

右邊。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

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

那裡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他

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揀選

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戲弄

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說：「你若

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穌以上有一個牌子（有古卷在

此有：用希利尼、羅馬、希伯來的

 

臺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 

 

福音週報 

2013年12月15日 

NO.1559 

走向髑髏地 
主講：鄭碩帆神學生 

【本週講道大綱】 

引言：溫暖的記憶和比喻 

一、 十字架的溫暖：天國的門票 

二、 耶穌為誰祈求赦免？  

1.溫暖不如預期 

2.罪犯就在身邊 

3.思維的轉變 

三、 耶穌的拯救超出我們的認知和

期待 

1.拒絕世界，順服呼召 

2.犯人口中的真理 

3.為所有人預備的救恩 

4.轉向上帝的期待 

結論：十字架的挑戰 

【默想】 

1.我最不願意服事與傳福音的對

象是誰？ 

2.我在哪些方面需要調整符合上

帝的期待？ 

3.我要用甚麼具體的行動在生活

中回應上帝的邀請？ 

 

【金句】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

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43 節 



 
2

文字）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誚他，

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

我們吧！」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

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

嗎？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

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

做過一件不好的事。」就說：「耶穌

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

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

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弟兄姐妹平安！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祢，讓我們聚

集在祢的面前聽祢的聲音，求祢賜

下聖靈與我們同在，顯明祢的話

語，讓我們明白祢的奧妙，感謝祢。

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引言：溫暖的記憶和比喻 

今天我們所看的這段經文，是我

們很熟悉、也是很重要的經文，因

為它在我們的信仰裡面有很重要的

意義，它代表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接

納。 

在我們的記憶裡面有這樣的一

段故事，一個小孩子在外面玩一整

天，玩到全身都髒兮兮的，他晚上

回家要進門前就開始煩惱，因為媽

媽如果看到他這樣，他不是被抓起

來打，就是被臭罵一頓，於是他回

家的步伐越來越沉重。沒想到他進

門了以後，媽媽不只沒有罵他，還

抱住他，對他說：「會不會很累？快

去洗澡換衣服，我煮東西給你吃。」 

這個情境也讓我們想到耶穌講

過的比喻，在浪子回頭裡面的小兒

子，他在外面和他的娼妓一起把他

的財產都花盡了，甚至後來跟豬搶

食物吃，那時候他想起他的父親，

覺得自己不配當他父親的兒子，想

要回去當他父親的雇工，但是當他

回到家裡巷子口的時候，他的父親

跑過去抱住他，並且為他殺牛慶祝。 

一、十字架的溫暖：天國的門票 

今天這段經文就像這樣，給我們

溫暖的感覺，因為我們受到接納。

雖然這段經文發生在那個被人稱作

髑髏地、那個專門釘猶太人的罪犯

的地方，雖然上帝的兒子在這個代

表殘忍、死亡的地方被祂的敵人釘

十字架，雖然他被這些人譏笑、戲

弄、褻瀆，不過祂為著釘他的人來

祈求赦免。當那個大家都討厭的犯

人在十字架上悔改，當耶穌基督宣

告這個人要進去樂園的時候，我們

受到安慰，因為我們知道，連這種

不被大家接納的人都能夠受到赦

免，何況是我們呢？只要我們時時

在上帝的面前來悔改，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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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已經接納我們，祂在上帝的旁

邊為我們祈求赦免，不只這樣，祂

承擔我們的罪過，讓我們得潔淨。

這段經文讓我們感動，它對我們來

說是一個保證，給我們一張進去上

帝國的門票。 

二、耶穌為誰祈求赦免？ 

1. 溫暖不如預期 

有一天我在看這段經文的時

候，開始想一個問題，這個犯人是

誰？他是一個甚麼樣的人？想一

想，忽然間發現，這段經文不再像

以前看的時候那麼溫暖，甚至稍微

有一點點恐怖。 

這個犯人是誰呢？ 

有一本書叫做《恩典百分百》，

在這本書裡面有一段也講到一個犯

人，作者在這段裡面說到他對這個

犯人很生氣。這個犯人叫做達梅

爾，他是一個殺人犯，他有甚麼特

別呢？他不是只有殺人而已，他殺

人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是他的興

趣。不過，興趣是殺人，那還沒甚

麼，更可惡的是，這個人殺了人以

後，他會把他所殺的人的身體分

屍，冰在冰箱，每天拿出來當點心。

哪有這樣可惡的人啊？聽到這，我

們應該已經和這個作者一樣生氣

了。不過你如果是這樣想，你就猜

錯了。作者真正生氣的不是這個殺

人犯殺人，也不是這個殺人犯吃人

的身體，他真正生氣的是這個殺人

犯，他悔改了。也就是說他成為一

個基督徒了，說得直接一點，就是

他和我們一起在上帝國裡面了，他

得救了！弟兄姊妹，我再說一次，

這個吃人的心、吃人的肝、拿人的

腎臟配茶喝的人，他會和你、和我，

在上帝國的裡面，一起吃早餐。 

2. 罪犯就在身邊 

耶穌赦免一個和他一起被釘十

字架的犯人，如果那個犯人是達梅

爾呢？我們不知道那個犯人是誰，

但是他是一個被人判死刑的人，甚

至他自己承認「我們所受的與我們

所做的相稱」不是嗎？可以確定的

是，他絕對不是一個值得同情的

人，他不是我們的好朋友，他不是

受冤枉的，可能他沒有吃人的心、

吃人的肝，總是他可能有開過一間

咖啡廳，為著錢的緣故把一對夫婦

殺死丟在淡水河邊；他有可能喝酒

醉開車撞死婦人，讓一個幸福的家

庭破碎；他也有可能是一個啃老

族，因為父母叫他出去工作，不爽

就把父母殺死。 

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個被釘十字

架的犯人和他們就是這樣的關係，

這個犯人對世界來說是最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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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最不可能得救的人。耶穌所

赦免的人不是在我們讀給小孩子聽

的故事裡面，在遙遠國度裏面的壞

人，因為那些壞人做的最壞的事

情，只是說謊或是搶別人的玩具，

祂所赦免的人是和我們生活在同一

個環境裡面的人，可能是我們的鄰

居，可能是社會新聞裡面那個主

角，可能，是一個我們完全不希望

他會得救的人。 

3. 思維的轉變 

到這裡，我們可能已經感覺到有

一點點恐怖了。但是更恐怖的是我

發現，嚴格說起來，下方那群人更

可惡，因為上面那個犯人，就算他

吃人的心、吃人的肝、拿人的腎臟

配茶喝，但是當我們去監獄佈道的

時候他還會受感動而悔改，他還會

選擇和基督站在同一邊，他雖然不

是好人，但是他還知道自己是壞

人。但是下面那群人呢？他們竟然

認為自己是對的，他們連遇到基督

都不會悔改，不只這樣，那些有權

力的人在那裡說風涼話，說：「他不

是上帝所揀選的嗎？還能夠救別

人，不是很行？救自己啊？」那些

手上有武器的人譏刺祂說：「你是一

個王啊！猶太人的王連自己都沒辦

法救啊？」他們還笑祂、戲弄祂、

搶祂的衣服、拿酸酒給祂喝。那個

犯人，自己就要死了，還會在那裡

諷刺祂：「你不是基督？你不一起救

我們嗎？」我們也常常遇到這種人

不是嗎？當我們為他們受苦的時

候，他們還會一直逼迫我們，恥笑

我們，議論我們的時候掛一塊牌子

在我們的頭上，說：「你看，這就是

基督徒。」結果耶穌基督竟然為他

們祈求赦免說：「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為什麼會這樣？同一段經文，為

什麼我們先前覺得溫暖，現在卻覺

得恐怖？為什麼我們的心有這樣的

轉變？事實上，這個心的轉變是從

身份的轉變來的，就像我們一開始

講到浪子回頭的故事，我們本來是

那個放蕩的小兒子，接受到父親的

赦免和愛，但是我們被接納回到家

裡以後，我們的身分卻變成那個長

期和父親一起的大兒子。從此，我

們不再為著罪人被赦免來歡喜快

樂，我們反而開始思考，我想要和

誰一起在家裡。 

但是，如果上帝的期待不是我們

的期待，祂的救恩不是只有為我們

預備的，這實在是一個壞消息，因

為我們要為這些人來受苦，還要和

那種人一起進天國。 

三、耶穌的拯救超出我們的認知和

期待 

1. 拒絕世界，順服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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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我們的期待很不同，我們總

是希望事情就像經文的一開始一

樣，可以將人分作兩邊，一邊是壞

人，一邊是把壞人釘在十字架上面

的好人。我們和站在下面的那些好

人一樣，希望基督一開始就用祂的

大能讓公義彰顯，把所有的壞人都

釘在十字架上。我們希望上帝作工

的方式，是立刻打擊犯罪的人並且

帶來公義，讓審判馬上臨到一切作

惡的和不公義的事情上面。這樣的

期待卻不是上帝的期待，這樣的期

待剛剛好是那些譏笑耶穌的人的期

待。因為上帝的期待是要給所犯罪

的人悔改的機會，而不是讓審判現

在就臨到。 

於是在這段經文裡面，耶穌從頭

到尾都違背所有人的期待。 

因為一開始祂是在壞人的那

邊，祂是被釘十字架的那邊，甚至

連和祂同一邊的犯人裡面，有一個

是幫助另外一邊來褻瀆祂。 

當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所有的

人都期待祂會用世界的方法救自

己，他們用各種的方法來試探祂，

叫祂從十字架上下來。但是耶穌拒

絕用世界的方法來救自己，祂拒絕

從十字架上面下來，祂選擇順從上

帝的呼召。祂用擔當罪的方式成為

基督，祂用謙卑、虛己的方式來作

王，祂用自己的軟弱見證上帝的大

能。那是耶穌的呼召，祂選擇的路

就是受苦。 

2. 犯人口中的真理 

所有的人都對基督有錯誤的期

待，他們都沒認出耶穌是主，除了

一個人，一個十字架上的犯人，他

認出上帝的作為，並且調整自己的

期待和上帝的期待一樣。他說：「耶

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

念我！」他認出耶穌在十字架上是

暫時的，他認出基督是用赦免的方

式來作王、是他的主，他知道耶穌

的國有一天要來。這就是悔改，悔

改不是中文的意思所講的「後悔、

改掉」，悔改是「脫離在罪中的狀態

而轉向上帝」。當這個犯人轉向上帝

那一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這個

本來作惡的，當他走向髑髏地這個

地方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以為他走

向死亡，卻沒人想到，他在髑髏地

遇見耶穌，悔改了，結果走向樂園。

弟兄姊妹，當這個犯人轉向上帝的

時候，他就得到救恩，他就參與在

上帝國裡面。 

3. 為所有人預備的救恩 

這樣，我們更加明白耶穌基督所

講的話，在希臘文裡面，這些人譏

笑、褻瀆耶穌都是一直持續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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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 34 節所寫的「耶穌說」：「父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那個「說」也是表

達「連續、繼續」的意思。所以耶

穌不是講一遍，祂不是講：「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

不曉得。」看到這些人不理祂，祂

就咒詛祂們，希望他們有一天會有

報應，祂是「一直說」，在這些人一

直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仍然一直

講，在這些平常壓迫人、搶人的利

益的兵丁拈鬮分祂的衣服、譏刺

祂、戲弄祂的時候，祂說：「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

不曉得。」當這些跟隨過耶穌的百

姓站在旁邊觀看甚麼都沒做的時，

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

所做的，他們不曉得。」當那些認

不出基督、迫害基督，阻擋上帝國

的官府在那講風涼話的時候，祂

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

做的，他們不曉得。」當祂的頭上

被人掛一塊牌子來侮辱祂、當祂面

對褻瀆上帝的人的時，祂說：「父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原來，耶穌基督的

受難、祂的祈求、祂所帶來的救恩，

不是只有為我們來預備，祂是為著

所有的人來預備，並且期待他們認

出上帝的期待，就是所有願意轉向

上帝的人都要參與在上帝國裡面。 

4. 轉向上帝的期待 

我們也受呼召來學習耶穌基

督，但是我們卻會選擇受苦和服事

的對象，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常

常被教育要服事弱勢的、貧窮的，

如果是有權勢的、有錢的，我們就

忽略他們也是上帝拯救的對象。或

者我們自己希望能為我們所認同

的、或是比較好相處的、和我們同

一個立場的，至少是知道自己有罪

的，如果是那些、我們不認同的、

難相處的、不同立場的、自以為義

的，要為他們受苦祈求赦免喔？不

可能。 

結果，我們將我們的期待，當作

是上帝的期待，認不出基督的作

為。最近我們教會的俊佑傳道要去

南港科技園區做職場宣教，他要去

那開拓教會。還記得他分享過，他

自己的老家是在鄉下，所以他有一

次在東石教會服事的時，他想一個

問題，就是自己明明對鄉下比較有

感情、比較熟悉，也比較希望自己

能夠在很欠缺、真正有需要的地方

服事，所以他不知道為什麼上帝要

帶領他去這麼進步、這麼都市的地

方開拓。後來上帝給他的回答中，

有一段是這樣講：「你看見東石的廟

很興旺，這些人追求傳統的信仰及

偶像所以不認識我；但是你沒有看

到，在南港的地方也因為都市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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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追求著消費、繁華和技術，所

以沒有看到我。」 

我們的期待和上帝的期待一樣

嗎？如果耶穌基督要救的人是達梅

爾；如果上帝要我們受苦的對象是

像經文裡面那些會搶奪我們利益的

人、會壓迫別人的人、會在我們做

得半死的時候在旁邊看的人、是戲

弄恥笑我們的人、是褻瀆上帝的

人、是阻擋上帝國的人，甚至是到

最後都不悔改的人。這樣，我們是

否願意順服上帝的呼召？悔改的人

才能進上帝的國，但對於還沒有悔

改的人，上帝要我們對他們存有盼

望，盼望有一天他們會轉向上帝，

我們對他們有強烈的盼望，因為我

們自己經歷過生命回轉向上帝的那

一刻。 

最近很多人講他不想要看 FB，因

為每次打開，就看到多元成家、同

性戀的議題，不是說不能討論這個

議題，是每次看到不同立場的人都

是在互相攻擊。弟兄姊妹，如果我

們是反對的人，或是認為同性戀是

罪的人，我們能不能進一步去思

考，我們要怎麼傳福音給他們，甚

至要怎麼服事那些推動性解放的

人？若我們是支持的人，認為另外

一邊是壓迫者的人，我們能不能進

一步去思考，我們要怎麼服事我們

的對敵？如果耶穌為著和我們不同

立場的人受苦到死，如果耶穌面對

有罪的人，是選擇走進他們中間傳

福音，甚至為他們死，我們要怎麼

調整我們的期待符合上帝的期待？ 

當我們脫離上帝的期待，當我們

不願意為這些人受苦傳福音，不願

意和那些人一起進上帝國，最後我

們選擇在基督拯救他們的過程中作

一個在旁邊觀看的人，結果我們成

為下面那群人裡面那些在旁邊觀看

的百姓，我們成作下面那群人的一

份子，結果我們發現，原來那群人

不是他們，是我們；我們發現，基

督不是為他們祈求赦免，是為我

們：「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

做的，他們不曉得。」 

結論：十字架的挑戰 

這樣，耶穌的受難不只是拯救我

們、安慰我們、給我們溫暖的感覺，

耶穌的受難也對我們發出挑戰，我

們在家裡、在學校、在工作的地方、

在教會，最不願意服事的人是誰？

我們最不可能想到的人是誰？我們

傳福音的時候將甚麼人排除在外

面？是我們最親近的人，還是老

師、同學、同事，還是服事的同工？

還是那些和我們立場不同的人？ 

耶穌基督到今天仍然在上帝的

旁邊為我們祈求，每一次我們無法

去愛，每一次我們沒辦法為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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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犧牲，每一次我們偏離上帝

的期待，天上就響起這樣的聲音：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

的，他們不曉得。」祂總是用祂的

愛在那裡等待，等待我們每一個人

轉向上帝，祂總是用祂的愛邀請我

們，走向髑髏地。 

在浪子回頭的比喻裡面，我們從

小兒子成為大兒子，經歷過身分的

轉變，經歷過心的轉變，但我們也

記得比喻裡的父親對大兒子的回

應：「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

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

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

們理當歡喜快樂。」 

弟兄姊妹，你有聽到上帝對我們

講話，邀我們參與在上帝國裡面

嗎？兩千年來，十字架上的那句話

繼續對所有的聖徒發出邀請：「我實

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

了。」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祢，祢差遣祢

的獨生子，死在十字架上，為了要

挽回我們的心，讓我們調整我們的

期待，重新回轉到祢的面前，主啊！

求祢為我們顯明的愛在阮的中間，

讓我們真實彼此相愛，也愛那些我

們愛不下去的人。這樣禱告，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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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12/16 

（一） 

以賽亞書 

第三十一章 

根據本章經文，尋

求人的幫助與尋

求 神 的 幫 助 之

間，存有什麼關係

呢？ 

12/17 

（二） 

以賽亞書 

第三十二章 

根據本章經文，當

聖靈從上澆灌我

們時，會產生那兩

種 對 比 的 效 果

呢？ 

12/18 

(三) 

以賽亞書 

第三十三章 

根據本章經文，那

一些人的保障是

磐石堅壘，糧不缺

乏水不斷絕呢？ 

12/19 

（四） 

以賽亞書 

第三十四章 

本章經文如何描

述以東被耶和華

審判之後的景況

呢？ 

12/20 

（五） 

以賽亞書 

第三十五章 

被耶和華救贖歸

回的子民，會觀察

到那些現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