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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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拜 講道：尤哈尼 .伊斯卡卡夫特傳道師 第二堂禮拜 講道：尤哈尼 .伊斯卡卡夫特傳道師 

 司會：張博銓執事  司會：林世光長老 
 司琴：鄭文雯姐妹  司琴：周靜瑜姐妹 
   領詩：何堅信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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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首「聖父上帝居高天」 
(台)  聖詩第 61首「聖父上帝站天頂」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尼西亞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華)  聖詩 啟應文 8 詩篇 27 
(台)  聖詩 啟應文 8 詩篇 27 

會 眾 

獻 詩 
耶穌恩友．奇異恩典 第一堂 楊瑞瑟姐妹 
The Glory of Heaven 第二堂 夫婦團契詩班 

聖 經 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 司 會 
講 道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尤哈尼傳道師 

回 應 詩 
(華)  聖詩第 343 首「我們當信上帝」 
(台)  聖詩第 343 首「咱當信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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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詩 第 399 首「讚美天頂主宰」 

會 眾 

禱 告  尤哈尼傳道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 三 堂 禮 拜 講道：尤哈尼 .伊斯卡卡夫特傳道師 司琴：沈佳縈姐妹 

 司會：林瑜琳執事 領詩：陳群鈺姐妹 
敬 拜 讚 美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會 眾 
歡 迎 禮  司 會 
見 證  張芳俊弟兄 
消 息 報 告  司 會 
守 望 禱 告  司 會 
奉 獻 委 身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4節 會 眾 
聖 經 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尤哈尼傳道師 
回 應 詩 歌 (華)  聖詩第 343 首「我們當信上帝」 會 眾 
禱 告  尤哈尼傳道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4 年05 月25 日 

NO.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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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我們要尊主為大 

2.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要為主全力以赴加倍奉還 

3.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為主做更多的事 

4.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可受邀享受主人的快樂 

【默想】 

1. 我對主上帝有盡忠嗎? 

2. 我做出了什麼具體的服事使上

帝歡喜? 

【金句】 

「上帝啊!求你為我造一顆純

潔的心，求你賜給我一個又新又忠

誠的靈。」 

詩篇五十一篇 10 節 

 

 

【【【【獻詩】】】】    

The Glory of Heaven 

In the night a mother hums a simple lulaby 

As she holds her new-born Son  

to comfort his soft cry. 

Her joyful heart now trembles to see  

what God has done, 

For the very Child she holds  

is God’s beloved Son. 

He is the Glory of heaven, 

God’s Gift of grace sent here to bless us 

now and always. 

Precious Lamb,to You we sing,to You be 

the glory and honor forevermore. 

Years have passed and now  

this Child has grown to be a man. 

Held by nails upon a cross, 

He fulfills redemption’s plan. 

The heart of heaven trembles to see what 

God has done,for the One upon the cross 

is Jesus Christ God’s Son. 

He is the Glory of heaven, 

God’s Gift of grace, Sent here to save us, 

our sin erase. 

Lamb of God upon the cross to You be the 

glory and honor forevermore！ 

You are the Glory of heaven, 

God’s Gift of grace, 

Worthy of honor and worthy of praise！ 

Risen Lamp upon the throne, 

to You be the glory , to You be the honor , 

all glory and honor  

both now and ev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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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堂回應詩】】】】    

我們當信上帝 

1.我們當信上帝，盡職前進不息。 
深信盼望靠主無疑， 
雖然工作艱鉅。 
懼怕心理當棄，堅心盼望勿疑。 
上帝知道一切苦悽， 
必能轉悲為喜。 

2.經過人生風浪，主為我們導航。 
尊候救主安排妥當， 
終必安然無恙。 
願主治理四方，靠主指示前往。 
即知救主聖手妙彰， 
權能拯救永康。 

3.如今無論生死，傳揚真理神旨。 
宣揚救主聖愛名字， 
直到臨終那時。 
主知我們弱肢，鑒察意念心思。 
我們軟弱求祢恩施， 
時刻保佑扶持，阿們。 
 

【【【【第二堂回應詩】】】】    

咱當信靠上帝 

1.咱當信靠上帝，盡職向前無退。 
深信盼望靠主來行， 
一切工作能成。 
驚惶咱著除去，盼望勿得餒志。 
上帝知咱一切苦難， 
憐憫體貼幫助。 

2.經過人生風波，救主為咱開路。 
吞忍等候救主安排， 
至尾平安自在。 
願主掌權治理，趁祂命令指示。 
就知救主奇妙聖手， 
智慧權能拯救。 

3.今阮無論死活，傳報真理無息。 
宣揚救主痛疼名字， 
直到臨終彼時。 
主祢知阮軟弱，監察念頭私慾。 
求祢助阮軟弱腳手， 
逐時扶持保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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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開拓目標 

見證主大能，建立新教會 

開拓服侍是一種多方位的信心操練， 
當遇見經費不足額時，仰望神； 

當不知如何開始傳福音時，仰望神， 
當面對他人的言語時，仰望神； 
當體力不支的時候，仰望神。 

靈性(與神的關係)是事奉主的最重要基礎， 

在與神聯結當中竭力的服侍、安息以及殷勤缺一不可。 

【守望禱告項目】 

1.請為開設禮拜場地租用以及禮拜籌備禱告，並為六月中開始的主日禮

拜規劃代禱。 

2.請為在園區的職場福音事工及鄰舍友好的社區事工代禱，願主帶領。 

3.請參加「為南園教會禁食接力禱告四十天」，網址：http://goo.gl/uP0yFN 

【開拓講座系列二】 

開拓部舉辦《職場福音‧熱力教會》敬邀兄姐參加！ 

講員：城市復興長老教會 張瑞賢牧師 

時間：5/31(六) 早上 9:00-11:15     地點：和平教會 6F03 

【本週開拓進度】 

場地總務：二樓佈置及場地改善。 

小組聚會：教會參訪+禱告會。 

【近期事工活動】 

開拓講座：5/31(六)，09:00AM(城市復興教會張瑞賢牧師) 

行走禱告：6/07(六)，09:00AM(捷運南港展覽館 2 號出口) 

主日禮拜：6/15(日)，10:30AM 開始主日禮拜 
 
 

南園教會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興東街 29 號 

電話：02020202----26513990265139902651399026513990 (或撥 0939468330939468330939468330939468330李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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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一.玉山神學院主日    

本主本主本主本主日日日日為玉山神學院主日為玉山神學院主日為玉山神學院主日為玉山神學院主日，，，，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尤哈尼尤哈尼尤哈尼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傳道師伊斯卡卡夫特傳道師伊斯卡卡夫特傳道師伊斯卡卡夫特傳道師蒞蒞蒞蒞

臨講道臨講道臨講道臨講道。。。。請兄姐預備心為玉山神

學院的事工、奉獻代禱。 

二.石素英牧師授職禮拜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6/1(6/1(6/1(6/1(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3:003:003:00    

地點：三樓禮拜堂 

歡迎全教會兄姐參加。 

三.端午節家庭禮拜程序單    

端午節將至，為協助會友在家中

舉行端午節家庭禮拜。牧師團隊

編寫節期家庭禮拜程序單，供會

友使用。資料詳見週報夾頁。 

四.2014 和平幸福之旅－愛之船    

時間：7/2(7/2(7/2(7/2(三三三三)9:45)9:45)9:45)9:45----20:0020:0020:0020:00 

地點：朱銘美術館及麗星郵輪 

處女星號 

對象：和平教會會友及親友 

費用：7 歲或 115 公分以上者，

收費 500 元/以下者收費 300 元。 

內容：上午參觀朱銘美術館/午餐

(餐盒)/下午參觀處女星號/觀賞

表演及晚餐。 

集合時間.地點：上午9:45清真寺前 

◎當天需帶身份證正本 

歡迎兄姐一起來搭愛之船，報名

請洽辦公室 

五.新朋友聯誼會 

時間：6/22(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3:153:153:153:15    

地點：B2 禮拜堂 

成人部竭誠歡迎從今年一月起

到目前為止，來本會聚會的兄

姐，參加新朋友聯誼聚會，報名

請洽賴恩慈執事、廖小柚幹事。 

六.洗禮、轉籍 
欲報名 8月份洗禮及他教派申請

轉籍之兄姐，請務必參加洗禮班

及小會問道理。報名請洽辦公室

小柚幹事。 

上課時間如下，請兄姐預留時

間。 

� 洗禮班：7/97/97/97/9、、、、16(16(16(16(三三三三))))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7:307:307:30 

講員：石素英牧師 

� 小會問道理：8/10(8/10(8/10(8/10(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 

洗禮班課程，亦歡迎對基督教教

義想進一步了解的兄姐參加。 

七.奉獻證明發放    

請兄姐至一樓招待處領取 2013

年度奉獻證明。 

八.端午節放假    

端午節 6/2(6/2(6/2(6/2(一一一一))))放假，辦公室於

6/3(6/3(6/3(6/3(二二二二))))補假一天。 

九.教會的內部導覽    

教會內部導覽已加入 

http://www.taipeihoping.org/網頁中，從「關於

和平」選單即可進入教會3D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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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部消息 
開拓講座系列二 
開拓部舉辦《職場福音‧熱力教

會》敬邀兄姐踴躍參加！ 

時間：5/31(5/31(5/31(5/31(六六六六))))上午 9:00-11:15 

地點：6F03 

講員：城市復興長老教會張瑞賢牧師 

聖樂部消息 
和平．陽光．管弦樂音樂會 
時間：6/8(6/8(6/8(6/8(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3:003:003:00 

地點：三樓禮拜堂 

指揮：孫愛光．劉耘杏．黃琦娜 

獨奏家：小號獨奏/陳長伯 

小提琴獨奏/吳怡宗 

演出團體：和平撒母耳樂團．聯

合樂團．陽光台北青少年管弦樂團 

歡迎兄姐邀請朋友、鄰舍聆賞。相

關活動介紹請至一樓招待處索取。 

宣道部消息 
台大醫院愛心晚會 
時間：6/9(6/9(6/9(6/9(一一一一))))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6:306:306:306:30----8:308:308:308:30 

地點：台大醫院 D棟 十樓電梯間 

願意參與的兄姐，請於當天直接

前往練習、彩排。 

社區部消息 
繪本館特展暨開放時間 
a.五月份特展為【母親及女人生母親及女人生母親及女人生母親及女人生

涯繪本展涯繪本展涯繪本展涯繪本展】，歡迎參觀閱讀。 

b.每週三週三週三週三、、、、五五五五、、、、六六六六、、、、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1:001:001:001:00----3:003:003:003:00 

歡迎孩童進館看書、聽故事 

(學齡前兒童需有家長陪同) 

c.c.c.c.每週五下午每週五下午每週五下午每週五下午 1:30~3:001:30~3:001:30~3:001:30~3:00 繪本時繪本時繪本時繪本時

間間間間，由張素椿姐妹介紹繪本及

相關資訊，歡迎有興趣的兄姐

參加。 
 

 

裝備部消息 
福祿貝爾恩物課 
將從6/16/16/16/1((((日日日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309:309:309:30開始上課開始上課開始上課開始上課
歡迎家長帶領幼兒參加。 

團契．小組 
1.松年團契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星中星中星中星中松年松年松年松年部一日遊部一日遊部一日遊部一日遊    
霧峰林家園區霧峰林家園區霧峰林家園區霧峰林家園區、、、、自科館人自科館人自科館人自科館人文生態文生態文生態文生態
休閒之旅休閒之旅休閒之旅休閒之旅    
時間：6/16/16/16/17777((((二二二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7777:30:30:30:30    
集合地點：松山火車站旁松隆路口 
費用：1,200 元/人 

(松年部補助 300 元/人) 
6/1 前報名，請洽溫廣智會長。 

2.社青查經小組 
歡迎渴慕真理，願意在神的話話
上受操練，讓生命改變與更新的
年青人參加。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每週五晚上每週五晚上每週五晚上每週五晚上 7:007:007:007: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6F016F016F016F01    
老師：繆芊苔輔導 

肢體交通 
1.王飛祥弟兄(王偉華長老的父

親)5/21 晚上蒙主恩召，享年 94
歲，已於 5/24(六)舉行入殮、
火化，訂於 6/28(六)下午 1：30
於五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 

(當天要前往平安園的兄姐，請向
辦公室報名。) 

2.施愛玲姐日前發生車禍，有頭
暈、頸椎不適情況，請兄姐為她
身體的復原代禱。 

代禱事項 
1.為世界 
泰國由軍方宣布戒嚴。親政府與
反政府陣營持續對峙，願上帝保
守泰國兩方能重啟談判，政局早
日趨向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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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台灣 
因梅雨季節來臨有豪大雨的發
生，全台各地傳出災情。求神保
守台灣安然度過氣候不穩的季
節。也為 5/21(三)台北捷運發生
隨機殺人案件禱告，懇求天父安
慰受害者家屬，挪去一切的恐
懼，並改變人心，遠離仇恨暴力。 

3.為教會 
�為福音隊出隊的南投清水國小代禱 
南投清水國小近日因暴雨造成水
溝溢流，使得部分教室地板受
潮，設備損失約在五十萬元，求
神保守看顧該校師生一切平安。 

�為石素英牧師就任禮拜籌備代禱 
6/1(日)將舉行石素英牧師的就
任禮拜，神透過這場典禮，幫助
和平教會的兄姐再一次與上帝誓
約委身，建造合一、健康的教會。 

�為梁望惠牧師代禱－目前在聖經
公會服侍 
a.為婆婆後事處理順利感恩，並

感謝兄姐們的關心及慰問。 
b.感謝神，鄒語新約聖經已順利

出版。 
c.目前參與賽德克語新舊約聖經

翻譯審閱、校對事工，藉由 3
月份舉辦的聖經翻譯電腦研習
會，希望讓賽德克族人儘早有
自己的母語聖經可以閱讀，預
計 2017 年出版。 

教界消息 

1.唐崇榮牧師國際巡迴講經大會 

-羅馬人書 
時間：6/23-25 晚上 7:30 
地點：浸信會懷恩堂 
免費入場。 
每場信息不同，講座資訊請參閱
官網 www.stemi.org.tw 

2.真相超音波 
主辦單位：哇咧星樂園 
參加辦法：請觀賞 www.walei.tw影片，
書寫心得，公開分享，並於 FB 網
站按讚，即可參加禮券抽獎。 
活動時間：5/15-8/15 
歡迎看影片找碴。 

3.從適性發展看12年國教升學管道 
時間：5/31(5/31(5/31(5/31(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2:002:002:00----5:005:005:005:00 
地點：台北衛理堂 
講員：曾騰瀧(大安高工教務主
任、教育部12年國教中央宣導員) 
邀請對象：基督徒家長 
歡迎想了解12年國教的兄姐參加。 

5.台灣暑期國際青年服弱使命團 
主辦單位：基督教恩友中心 
時間：7/5-8/29 每梯次一個月 
第一梯次：7/5-8/1 四週 
第二梯次：8/2-8/29 四週 
可任選一梯次或二梯次都參加。 
報加時間：4/15-6/15 止 
活動費用：食宿免費，由恩友中
心負責。個人零用金自行負責。 
索取報名表：abago999gmail.com 

1.2014年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 

～跟隨腳蹤 
主辦單位：路加傳道會 
目的：藉參與醫療傳道見習營之
機會，實際認識醫療傳道之工場
及事奉，以面對挑戰，回應呼
召，加入醫療傳道的行列。 
對象：重生得救之大專院校基督
徒醫務學生，有醫療傳道負擔心
志者。 
相關訊息請參閱路加傳道會網站：
http://epaper.ccmm.org.tw/v
iew/newspaperview.asp?key=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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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函 

南投中寮清水福音隊 
曾昭瑞牧師 

這是我們第二次要到南投清水國小出福音隊，為什麼再次選擇清水國小呢？ 

這是一間特別的學校，學校裡有很多基督徒老師，他們不是選擇到都市裡，一間

人數眾多的小學，而是選擇一個人數不多的小學。為什麼呢？當你有十位基督徒老

師，放在一間兩千人的小學中，基督徒老師的人數就變得很少。但是若你有十位基督

徒老師放在一間只有一百人的小學時，這十位督徒老師就變得很巨大。可以影響學校

的許多事務。清水國小就是一間小小的小學，卻聚集了許多位基督徒老師，他們希望

能夠在學校裡面，發揮共同的影響力，來幫助這間不大的小學。所以，我們來到這個

學校，雖然學校學生人數不多，但是幾乎每個學生都參加了暑期的營會。甚至，我們

可以在現在(營會前的三個月)，就已經拿到福音隊八組學生的分組名單了。這就是因

為在這個學校裡有很多的基督徒老師，所以，在行政的作業上，可以有非常高的配合

度。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選擇清水國小作為我們出隊的地點。 

去年我們第一次去到清水國小，那是一個很好的出隊經驗，雖然，許多的硬體設

備(洗澡、睡覺、蚊蟲)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學校幾乎是在行政支援上給予全力的協

助，包括可以使用所有的教室、廚房、設備、空間，或是在人力上給予各種可能的協

助。我們與當地的小朋友也建立了美好的關係，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認為若只去一

次福音隊，就另外更換一個地點，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我們很希望在現有的基

礎、成果中，再持續下去，好讓我們能夠因為了解當地的實況並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

的基礎下，再次地擴展、深入，希望能夠延續當地基督徒老師們平日深耕的果效，讓

這些孩子們有機會可以認識信仰。 

今年我們再次前往清水國小出福音隊，許多的服侍比起去年算是更容易駕輕就

熟，更重要的是，今年我們的青契、少契有更充份的準備。去年我們是在飛颺同工大

力的支持下，並有其他國中、教會同工的支持下，一起「合組」的福音隊。今年除了

飛颺的兩位同工外，就單單由和平教會的少契、青契同工與金華國中的學生一起出

隊，可以說大部分的事工都由和平教會的同工一手包辦。這樣的組成，更有利我們將

焦點放在金華國中的學生身上，也更有利於我們與這群青少年建立關係。我們期待，

和平教會的青契、少契在這幾天的營會時間，能夠與這群青少年建立親密、美好的關

係，好讓我們能夠透過這個營隊，與他們分享耶穌基督的愛。使得這些孩子們有機會

得以認識耶穌基督。 

最後也要邀請和平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為清水福音隊關心代禱，我們相信，「上

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撒上三十 20)雖然大家沒有能夠一起來出隊，但

是在背後為我們禱告，給我們支持，為我們奉獻布偶，就是一起參與在這個福音隊的

出隊當中。相信上帝要籍著這樣的一個營隊，幫我們和平教會的少年團契與社區的青

少年建立一個更深刻的連結，使我們教會存在在這青田社區裡，乃是能夠將耶穌基督

的福音，帶給社區中的青少年，使他們在讀書、學習、用功之餘，更能夠有機會認識

這個信仰，使他們的生命得以改變，得以因著和平教會的少年團契，而能夠帶給他們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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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01,070044,建堂義賣 200 
150056 500 
070038,110008,110028,110087 
110107,150024 

1,000 

070167,070187,110064 2,000 
070082 3,000 
070049 3,200 
113074 5,000 
070162 6,000 
070103 8,000 
140023 10,000 
小計 48,400 

感恩奉獻 
120111 100 
有志 300 
040026,130083 500 
040022,040032,060009,070187 
150081 

1,000 

070104,090065,100068,140074 2,000 
113013 5,000 
070181,150035 10,000 
070191 18,000 
小計 57,400 

南港園區開拓 
190004 500 
070056,080058 5,000 
070103 10,000 
140010 50,000 
小計 70,5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070103 8,000 

場地奉獻 
小五樂團 3,200 
100071 5,000 
小計 8,200 

崙上教會 
140031 2,000 

長輩小組 
080201 400 

甘泉小組 
113074 1,000 

兒童主日學 
120057 2,000 

創世記查經班 
週間聚會奉獻 4,600 

少年團契 
週間聚會奉獻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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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凡奉獻相關問題，可寄信到下列財務
專屬信箱：finance@hop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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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資料】(週間奉獻資料另見11頁)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59,256 
幼幼  780 
幼主  356 
兒主  960 
小計 61,352 

月定奉獻 
040042,110424,120118 1,000 
070090 1,400 
070038,110018,110290,150024 2,000 
080166,110064,113069 3,000 
113027 3,200 
110316 3,500 
090065 5,000 
070162,110019 6,000 
070176 7,000 
040057 8,000 
110145,150035 10,000 
110074 15,000 
小計 95,100 

建堂專案奉獻 
1200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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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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禮拜堂 82 合計 
第二堂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381 

581 
第三堂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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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6/01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09：50 三樓禮拜堂 謝敏圓長老 21 06/01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許素菲執事 11 06/01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陳惠周長老 32 05/29 
開拓事工禱告會 主日 09：00 6M03 陳群鈺姐妹  06/01 
泰澤禱告會 週六 10：30 7F06 何淑珍牧師 4 05/31 

團 
 

契 

松年團契 主日 08：45 6F03 樂活讀經  06/01 
成人團契 主日 08：50 B101 讀書會 16 06/08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40 06/01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小組 22 05/27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20 05/30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微青崇  05/31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微青崇+讓我們團在一起 20 05/31 

小 
 

組 
 

聚 
 

會 

安得烈 VI-B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三 
19：30-21：00 1F02 周幸華姐妹  05/28 

安得烈 VI-A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二 
19：30-21：00 B101 溫秋菊執事 12 06/10 

安得烈 V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五 
19：30-21：30 B203 陳群鈺姐妹 8 06/13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12：30 6M04 陳詞章執事  06/01 

腓立比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1：30-14：00 6F01 謝敏圓長老  06/15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B203 陳群鈺姐妹 5 05/27 
長輩小組 每隔週週三 10:00 2F02 趙國光長老  05/28 

喜樂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9：30-11：30 6F01 林瑜琳執事 8 06/01 

心靈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3:45 6M01 林英洲長老 4 06/01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13：30 6M04 王淑姿姐妹  06/08 

甘泉小組 每週二 10：00 6F01 羅馬書 12 05/27 
恩惠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2:00 6F01 鄭燦然執事 8 06/15 

醫師小組 每月第三週三 
19：30 B101 林凱信弟兄 6 06/18 

恩慈小組 單週三 19：30 張瑩瑩執事診所 張瑩瑩執事  06/04 
K.B.小組 週五 10：00 2F02 讀經/王雪枝長老  05/30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8：30 張芳俊弟兄家 盧永濱弟兄  06/13 

依一小組 每月一次 13：30 組員家 王道一執事  06/21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四週六 
下午 15:00-17:00 B202 周德盈弟兄/ 

黃瑞榮長老  06/28 

Quest 小組 每月最後週六 
上午 09:00-11:00 B202 蔡茂堂牧師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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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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慧執事  06/01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主任 11小16大 06/01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1 兩種結果 13 06/01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 禮拜堂 兩種結果 26 06/01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6F02   06/01 
初信造就班 主日 10:00-11:00 6M04 王道一執事 5  

舊約綜覽班 主日 10:00-11:00 6F03 曾昭瑞牧師/ 
李俊佑傳道 8  

提摩太前書 主日 11:30-12:30 6F03 邱啟榮老師 10  
歡喜學唱新聖詩 主日 11:30-12:30 7F03 王怡慧師母 5 06/08 
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週三 19:30-20:30 2F02 陳美玲老師 8  
聖經中的婦女 週五 10:00-11:00 6F03 蘇恩惠老師 26 05/30 
基督徒的工作觀 週六 10:30-11:30 6F03 王景春老師  06/07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週主日 
08：45-09：45 6F03 高正吉長老  06/08 

婦女查經班 週四 10：00 張雅琇長老家 約翰福音  05/22 

創世記查經班 每月第三週 
週六 09:00 5F 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120 06/21 

詩
班 
． 
樂
團 

類別 時間 
本週 上週/次 下次聚 

會時間 場地 內容/主理 人數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101 張中興弟兄  06/01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約翰館 范恩惠傳道 16 05/27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三樓禮拜堂 趙恬姐妹 9 05/31 

提摩太敬拜團小組 每月第三週日 
13：30-15：00 B204 吳忠哲弟兄 18 06/15 

手鐘團 主日下午 13：30 B204 莊智皓弟兄  06/01 

社 
 
 

區 

毛線編織班 主日11:30-13:30 6F05 黃淑文姐妹 10 06/01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09：30 2F02 陳錦慧執事 12 05/29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B107 亁美穗子姐妹 10 05/28 
讚美操 週二 09:20-09:55 1F01 顏惠鴦長老娘 11 05/27 
繪畫班 週三 09：30 1F01 張素椿姐妹 14 05/28 
繪本時間 週五 13:30-15:00 繪本館 張素椿姐妹 12 05/30 
插花班 週六上午 09：30 1F01 李玉華老師 15 05/31 
F .M.媽媽小組 週五 09：30 6F01 沈月蓮執事 12 05/30 

兒主老師輪值表 
服侍 
項目 司琴 教唱 合班 

幼主 初小 中小 高小 
故事 陪伴 主教 助理 主教 助理 主教 助理 

05/25 許主芳 楊予謙 陳妙瑛 王乙珊 林翠玲 郭銘茹 林雪錦 李佳蓉 藍慧芬 楊予謙 施愛玲 

06/01 趙涵潔 黃慧娟 蔡慧君   王雪美 郭銘茹 
楊琴朱 藍慧芬 魏士傑 闕月清 李立中 

接第 9頁 

5/17~5/23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重建基金奉獻 
5/22 轉帳 請與財務組聯絡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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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主 
 

日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第一堂(華語) 第二堂(台語) 第三堂(華語) 

招待與司獻 
陳舜蘋、許雪珠 

葉嫦懿 

高桂惠、盧永濱、何堅信 
盧  叡、王淑姿、陳依信 
詹家銘、蔡政道、吳宏恩 

張貞惠、許素菲 
邱寶瑩、邱恩琦、許宏成 

新朋友關懷 高正吉、陳毓豪 蕭亦裕、王輝珍、陳翁春美 謝敏圓 
影 音 組 長 曾煥雯 吳夏語 呂英豪 
音控影像燈光 林根業、許信介 周聰傑、李憲明 林根業、林又青 
投 影 丁于珊 李騰蛟 提摩太敬拜團 
愛 餐 青年團契 預備組長： 王雪枝 恢復組長：卓璇慧 
禱 告 侍 奉 高正吉 
緊急醫護關懐 蕭亦裕 
週 報 印 製 李婕妤 見證：張芳俊 

6/01 
 
 

主 
 
 

日 

下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第一堂(華語) 第二堂(台語) 第三堂(華語) 
講 道 李俊佑傳道師 
司 會 曾煥雯 林士洋 林素心 
司 琴 蘇郁惠 林純純 許主芳 
領 詩  何堅信 張志仁 
獻 詩 王子萱 成人團契詩班 提摩太敬拜團 

招待與司獻 
張貞惠、鄭燦然 

謝宇琪 

張貞惠、邱寶瑩、黃光慈 
潘璦婉、吳宥綾、吳琇玫 
林芷伊、趙盈智、柯  權 

吳明珊、李依龍 
周晉瑋、高雅怡、蘇浩承 

新朋友關懷 賴恩慈、沈月蓮 高正吉、王銘益、馬茹翎 吳嘉軒 
影 音 組 長 張中興 劉睿哲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張中興、張翊倫 劉睿哲、王琬姿 林俊宏、莊智皓 
投 影 吳雅真 阮姮娘 提摩太敬拜團 
愛 餐 婦女團契 預備組長： 林芷伊 恢復組長：陳翁春美 
禱 告 侍 奉 黃瑞榮 
緊急醫護關懐 蕭亦裕 
週 報 印 製 徐常達 見證：曾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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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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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 

 

福音週報 

2014年05月25日 

NO.1582 

母親．愛與憐憫 
主講：石素英牧師 

【講道大綱】 

一、上帝超越性別角色 

1.馬利亞聖靈感孕 

2.從耶穌的族譜中, 路得和喇合

的例子 

3.耶穌的比喻 

二、馬利亞（（（（聖母））））和耶穌 

教會藝術史對母親形象的刻劃 

三、上帝--母親的形象 

1.美國舊約神學家Phyllis Trible 

2.憐憫字根和女性生育功能是同

一字根 

上帝讓女性懷胎，使胎兒成形，

也從女人迎接嬰孩進入世界，讓

母親乳養嬰孩，上帝和母親特質

是交織的。 

3.舊約經文當中，不僅以父親形象

形容上帝，也是以母親的形象形

容上帝! 

四、愛的精神和自我否定 VS.人的自

我保護傾向 

1.這在上帝國的事工中，君王說: 

2.你們作在最小的身上，就是作

在我的身上了，非暴力的挑戰

一切破壞人性的力量。 

【默想】 

1.自己可曾想過經文以母親形像描

述上帝？ 

2.是否常常為母親禱告？ 

3.思想在上帝國中，是否感謝上帝

的憐憫與慈愛，回饋上(包含代

禱)也做在最小的身上，以行為回

應上帝國的呼召？ 

【金句】 

「上主啊！你使我安然出母

胎，我作嬰兒的時候，你保護我平

安。」 
詩篇廿二篇 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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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母親．愛與憐憫 

經文：詩篇廿二章 9-10 節 

民數記十一章 10-14 節 

主講：石素英牧師 

時間：二０一四年五月十一日 

 

各位兄姊平安!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母親，愛與憐

憫的主題。 

這座雕像是義大利米開朗基羅的

作品，當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後，馬

利亞內心那種失去兒子的痛楚，在這

項作品中，被深入地刻畫。那麼母親

和認識上帝的關聯是甚麼? 

一、上帝超越性別角色 

上帝是超越性別、階級和族群，

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我們從聖經記

載的三個方面可以看出： 

1.馬利亞受到聖靈的感孕 

上帝藉由少女馬利亞，受聖靈感

孕，藉此耶穌在這世界降生，為的是

要將我們從罪的權勢下，釋放出來。

因此我們明白上帝是超越性別的上

帝。 

2.從耶穌的族譜中，路得和喇合的

例子 

耶穌的族譜中，共記載五名女

性，包括路得及喇合。路得和喇合倆

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上帝揀選

她們，成為大衛家族的人，甚至是耶

穌基督族譜中兩位非常重要的女性，

她們也不是出身貴族，從中我們看見

上帝超越種族和階級。 

3.耶穌的比喻(浪子回頭的比喻、婦

女失錢的比喻、迷羊的比喻) 

四月初蔡牧師的講道中，用三個

比喻來詮釋上帝失而復得的慶典，這

三個比喻分別提到：慈愛的父親等待

浪子回頭的故事，一個婦女失去一個

錢，又找到的故事，還有第三個比喻，

是講牧者有一百隻羊迷失一隻羊，牧

者去尋回那隻迷羊的故事。這些故事

中，上帝被比喻為慈愛的父親或者失

錢的婦女。因此我們可以看見，當提

到上帝的形像時，是有男性也有女

性；上帝有父親的形像也有母親的形

像。 

二、藝術史上對馬利亞與耶穌之間的

母子關係的描繪(略過) 

三、上帝--母親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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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美國舊約聖經的神學家

Phyllis Trible，在研究中，發現舊

約許多的經文，是用母親的形像來描

述上帝。所以 Phyllis Trible 在解經

的過程中，有一部分提起上帝的母親

形像。 

Phyllis Trible 是宣教士的孩

子，在日本長大，長大後回到美國讀

書，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 “God and 

Rhetoric of Sexuality” 。書中有

很多地方都提到，經文用母親的形像

來形容上帝。 

舊約經文當中，常常提到上帝讓

女人懷孕，使胎兒在她體內成形，並

藉著母親，迎接一個新生兒進入世

界，指出上帝的母親形象。我們看見

在舊約經文當中，上帝不是只有父親

的形象，也有母親的形象。 

今天的經文詩篇 22:9-10「但你是

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裏，你就使

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

你手裏；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

上帝。」這段經文中，上帝像產婆一

樣，接生並迎接著嬰孩；同時也描寫

上帝像母親一般，是人一出生的投靠

之處。人投靠上帝，如同嬰孩投靠在

母親的懷抱裡。 

另一處的經文在創世紀 49:25「是

你父親的上帝幫助你；全能者上帝賜

服給你，祂賜給你天上的甘霖地下的

泉水，牛馬成群、子孫眾多。」(現代

中文譯本) 上帝祝福人，牛馬成群，

子孫眾多。子孫眾多，在原文裡是上

帝祝福女人可以生育和乳養孩子，意

指讓人可以有很多的子孫。在這節經

文中，上帝好像是以父親的形像祝福

人，但其中卻包含母親的特質、形像。

和詩篇 22 章的意思一樣，都提及上帝

在懷抱著孩子。 

另一處經文申 32:18「你輕忽生你

的磐石，忘記產你的神。」(和合本) 

上帝在以色列國家陷入混亂，亡

國之際，上帝在以色列的苦難中承載

以色列民族歷史的混沌。那個過程，

就像一個婦女的生產陣痛一般。上帝

對以色列承載的痛，如同婦女懷孕臨

盆生子的痛。在台語文很能夠表達這

種深刻的愛，台語文的「愛」和「痛」

的發音是一樣的。表示當一個人很深

地疼愛對方時，是可能含藏著很深的

痛楚。因為愛一個人需要將自己完全

投入，為對方設想和承擔。這種愛以

母愛表達的最淋漓盡致，所以，經文

形容上帝對以色列人的愛就像母親疼

愛孩子一般。 

在民數記 11:12「這百姓豈是我懷

的胎，豈是我生下來的呢？你竟對我

說：『把他們抱在懷裏，如養育之父抱

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應許給他

們祖宗的地去。」(和合本) 這段經文

其實是摩西對上帝說：「是你生了以色

列人，是你創造以色列人，不是我。」。

在摩西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見，摩

西在提醒上帝，他才是以色列人的母

親。在這段經文裡，上帝是以母親的

形像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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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賽亞六十六章 12-13 節，我

們可以從上帝安慰以色列人，祝福以

色列人的過程中，看見上帝的母親形

像。上帝在耶路撒冷安慰你們，就如

同母親在安慰自己的孩子一樣。「耶和

華如此說：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

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延及她，如同漲

溢的河。你們要從中享受；你們必蒙

抱在肋旁，搖弄在膝上。母親怎樣安

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

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以賽亞

66:12-13) 

四、愛的精神和自我否定 VS. 人的自

我保護傾向 

從基督新教的歷史來看，我們會

發現，將母親對待嬰孩的種種，形容

得最深刻的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者

馬丁路德最著名的神學主張之一即是

十架神學。他提醒說：「我們的上帝在

天上充滿能力、榮耀，知道所有的事

情。這樣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降生

為人時，就是基督耶穌裡降生在馬槽

中的情景。 

馬丁路德說，嬰孩是多麼的脆

弱，特別是兩千多年前，嬰兒是很容

易就夭折的。所以，一個全能的神，

降生成為一個嬰孩，那是一個無法測

度的奧秘，我們無法完全的理解。上

帝在耶穌基督裏，表明上帝將自己隱

藏在馬槽的嬰兒身上，隱藏在嬰孩耶

穌中，而這個嬰孩可能很容易就死

去，很容易就受傷，是那麼的脆弱和

沒有能力。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為何上帝要選擇成為一個嬰孩降生在

這個世間，而且面對隨時可能會失去

生命的危險? 馬丁路德說，這樣強列

的對比，不單在耶穌基督的降生的事

上，也在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受難

的事上表明出來。 

我們看見上帝應該是充滿能力，

應該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但是當耶

穌走上十字架的路，他看起來完全沒

有能力，他受盡人的侮辱，非常的軟

弱。然而全能的上帝選擇十字架來啟

示祂自己。 

由此我們看見一位非常有能力的

榮耀的上帝，和一個卑微脆弱的嬰

兒，或是沒有能力且被釘死十字架的

耶穌，形成很強烈的對比。天上那位

大有能力的上帝選擇軟弱沒有能力的

來啟示他自己。 

馬丁路德的十架神學提到，在人

許多卑微、無能力和脆弱的地方，上

帝啟示他的大能。他也根據這個看法

發展教會論。他提到說，基督徒應該

是怎樣的呢？基督徒應該是進入有罪

的人當中，跟他們分享，要為基督得

著這些人，所以應該讓大能力的與軟

弱的共享，讓有罪的與無罪的共同承

擔，讓有能力和無能力的一起分享，

在其中我們看見上帝的奧妙。這奧妙

好像很難理解，但是看見媽媽在為嬰

孩換尿布和清理時，在這些卑微的小

事上，那個愛的力量就展現出來，是

大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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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十字架上啟示他的作為

時，我們看見的是耶穌基督的死亡。

但是在耶穌基督的死亡中，我們看見

復活。復活已經在其死亡中準備要發

動了，在那個極軟弱極卑微的情況

下，復活的作為也正在開始。我們看

見上帝弔詭的的憐憫和愛。 

在近代的觧經和神學看法中，將

上帝的憐憫和愛形容最徹底的，是新

約中上帝國的比喻，馬太福音二十五

章四十節所說的最突出，「王要回答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

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和合本） 

接續馬丁路德的概念，這段經文

是指上帝國的君王，對自己的百姓所

說的話，這是指耶穌基督是基督徒的

君王，以及祂對基督徒的呼召。換句

話說，在上帝國裡耶穌基督君王的職

分，他如此對我們說，身為上帝國的

百姓，去照顧他人如同母親照顧孩子

一樣，正是上帝國的呈現。耶穌說做

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他身

上。上帝讓母親可以服侍她的孩子，

為她的家庭奉獻，就是在服侍耶穌基

督。母親也在孩子身上看見我們的上

帝。 

在上帝國的服侍當中，並不是只

有母親在服侍著孩子，或者只是一個

婦女在服侍一個家庭，或者是父親在

服侍其孩子和家庭。其實在上帝國很

多的服侍當中，已經可以展現上帝國

的境界。 

二十世紀，實踐上帝國的愛與憐

憫，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德雷莎修

女。德雷莎修女在印度服侍那些兒童

和被遺棄的人時，她有一個很深很深

的感受。當她服侍這些貧困、陷入絕

望的人時，她在這些軟弱無能力的人

們身上看見了耶穌基督。因此她說：

「若你只看到窮人身上的傷害，而看

不見基督的傷痕，你就無法去觸摸被

蟲蠶食的軀體。」她的感受當時雖沒

有解經的基礎，但是卻是馬太福音第

25 章 4０節的經文之最佳詮釋，這就

是上帝國的呼召。這些都一再提醒我

們，上帝的愛和憐憫，往往發生在不

起眼的之處，帶著深刻的自我否定，

與人天性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保護形成

對比。 

在上帝國的倫理中，當我們服侍

最小的，就是服侍耶穌基督，同時也

是非暴力地挑戰一切破壞人性的力

量。 

類似的例子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很

多，不管是我們的職分，或者在我們

工作當中，甚至在我們家庭的日常生

活當中。在教會的歷史當中，我們也

看見很多宣教師和傳道人的投入，成

為上帝的器皿，使上帝國臨到。在這

些服侍中，上帝透過很多人的努力和

奉獻，使得破壞人性力量的世界，因

著「非暴力」的愛與憐憫的介入，使

上帝國進入其中，改變人的生活和社

會。 



 
6

圖片中右一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謝

緯牧師，他出生於南投，是一位醫師，

因著呼召，他去讀神學院，也成為牧

師。在當時，肺結核疾病還沒有辦法

治療，很多人都因為這個病而絕望，

家庭破碎。謝緯牧師為了這些人，興

建療養院；同時也為當時的烏腳病執

行外科手術。除了教會的服侍，醫療

的服侍以外，也探訪很多需要幫助的

人，協助設立喜樂之家。就在繁重的

服侍當中，因為過度疲憊和勞累，在

一場車禍中喪生。他立下一個很好的

典範，讓我們看見即使在台灣，上帝

國也同樣臨到我們中間，上帝的奴僕

甘心樂意的服侍。 

圖片中間是孫理蓮宣教師，她也

很特別，當她的小孩都長大以後，她

開始跟著她的先生進入台灣原住民區

域宣教。在宣教的過程中發現，如果

只是向原住民傳福音是不夠的，於是

她開始設立芥菜種會，在原住民區作

醫療巡迴工作，成立保母學校、農業

學校，幫助原住民進一步受教育。 

圖片左一是蘭大衛醫師和連瑪玉

醫師娘，他們的奉獻，真的讓人很感

動。他們不只幫助人，醫師娘也願意

捐出她的皮膚移植給需要的人，就是

著名的切膚之愛。雖然手術沒有成

功，但是她對台灣人的愛、和那一份

心意，令人非常感動。他們的兒子藍

大弼醫師後來也成為台灣的宣教師，

兩代都在台灣服務。將他們的青春和

醫術都貢獻給台灣。 

蘭大衛醫師在台灣奉獻的歷史資

料中，並不只是傳遞基督的愛而已，

他也傳遞當時新的醫療觀念。蘭大衛

醫師是早期用羊腸線縫合傷口的醫

師。這在 1930 年代外科手術來說，是

非常先進的醫療。另外，長老教會剛

開始在台灣設立時，沒有所謂的合會

和中會，於是宣教師要和信徒一起組

合會。在組合會的過程當中，光是訓

練人們議事的規則，就用了十幾年的

時間，才讓台灣人能夠進行開會，慢

慢訓練，從選舉執事和長老，一步一

步的將民主代議的制度建立起來。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南部中會是台灣的

一個民間自組的代議組織，當中蘭醫

師身為長老，與當時巴克禮牧師等宣

教師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實現。因

此，雖然在歷史中，我們常看到很多

暴力破壞人性的地方，但是也會看到

一些前輩和典範，透過非暴力挑戰破

壞人性的力量，讓上帝國可以進入我

們中間。 

上帝透過他的憐憫和疼愛，一代

一代的，在我們的社會當中，生活當

中，藉由不管是母親、父親，還是社

會上的社工、醫師、牧師…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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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使我們參與在這上帝國中的，我

們可以看見上帝的預備。從引領以色

列人，直到現在的二十一世紀，讓我

們可以敬拜上帝，看見上帝對我們的

祝福。並且看見祝福的同時，也看見

上帝對我們的呼召。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祢的恩典，呼召

我們成為祢的子女，讓我們有份於祢

的愛和憐憫，幫助我們在你的上帝國

中，願意受你的呼召遵循祢的教誨。

今天是母親節，求主特別記念天下所

有的母親，祝福她們祂們身體健康，

身心靈有你的保守，感謝你對我們的

疼愛和呼召，我們這樣感恩禱告是奉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見證                   林以平姐妹 

大家平安，我是以平。是即將於

六月開始踏入社會新鮮人的應屆畢業

生，同時，也是在和平長大的孩子。

今天在這裡想與大家分享，於去年開

始參與南港開拓部門園丁小組服侍的

點滴。 

開拓是什麼？老實說，在我跟俊

佑哥說我決定參加園丁小組的當下，

我一點兒也不完全明白它的事工內容

為何，那時的我知道的是“就是一群

人，要去南港開拓一間新的教會，然

後向南港科技園區的人傳福音”，之

後就毫不猶豫的下了決定。天阿，雖

然事隔不到一年，但我真的非常驚訝

為何當下的我可以決定的如此容易，

因為這真的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

過，也因著參與在其中，我看到上帝

真實的存在，以及那有辦法將不可能

變為可能的能力與恩典。 

為著能與園丁小組的各位園丁一

起服侍，獻上感謝。這個小組，與我

成長過程所參與的小組性質有很大的

不同，以往一起聚會與同工的是年紀

相仿、生活圈差異性較小的同儕；但

在這裡，有醫生園丁、老師園丁、家

庭主婦園丁、上班族園丁…….不同專

業領域、年齡的人們聚在一起，坦白

說，剛開始我還真有點不適應，總覺

得自己與這個小組離了好大一段距

離；但是，這半年來的認識與同工，

上帝開了我的雙眼，並且讓我的心感

受到，即便這一群人有多麼地不同，

神的愛，依舊能在當中明白地顯現，

那從神而來的喜悅氛圍，逐漸渲染在

我們當中，像是，每次聚會都會有不

同的愛的表現，有新鮮水果、有可口

甜點，想知道神的愛有多偉大，比照

一下我們聚會開始前後的照片，答案

顯而易見。我想說的是，一切如果不

是因為那愛我們愛到願意釘上十字架

的耶穌、等待我們浪子回頭的天上父

親，我們真的無法這樣去愛我們的身

邊的同工。 

為著能更認識這個愛我們的神，

獻上感謝。在外展傳福音之前，每個

園丁必須知道該如何播種，意謂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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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更深的認識了解這個信仰，

於是我們進到裝備訓練的階段。除了

透過培訓的課程外，每次的小組更有

不同的操練，讓我們學習將信仰用行

動來實踐。我們要學習講見證，不僅

僅為單純的分享給他人，對我來說，

預備見證-更是個機會去數算上帝所

賜的福分，並為此感恩獻上讚美；我

們要學習將禱告說出口，就如同我們

唱詩歌敬拜一般，無論是讚美感謝，

亦或是呼求認罪求上帝赦免，對我來

說，這讓我們可以更直接不避諱的與

神對話與親近。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太多太多數

算不完從神而來的奇妙恩典，感謝

神，因著祢的愛我們聚集一同服侍、

感謝神，為我們安排了南園教會這個

美好的福音據點、感謝神，讓我們能

夠與主一起同工，將好信息傳揚出

去。希望大家能繼續為南港開拓事工

即將進入外展階段代禱，願神加倍的

賜福！以上是我的見證，將榮耀歸給

我們在天上的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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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西結書 

第九章 

以西結看到上帝要
擊殺一切額頭上沒
有記號的人，他有什
麼反應？你覺得他
內 心 有 什 麼 感 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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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西結書 

第十章 

以西結描述耶和華
的榮耀離開聖城，你
覺得這代表的意義
為何呢？ 

05/28 

(三) 

以西結書 

第十一章 

上帝為什麼要除去
以色列人的石心，又
賜給他們肉心？這
代表什麼意思？ 

05/29 

(四) 

以西結書 

第十二章 

為什麼上帝要以西
結扮演被擄的人，又
為什麼要他吃飯、喝
水時要膽戰、憂慮？ 

05/30 

(五) 

以西結書 

第十三章 

上帝如何描述、評論
那些假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