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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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維倫牧師 第 二 堂 禮 拜 講道：蔡維倫牧師 

 司會：王道一執事  司會：林英洲長老 
 司琴：謝佳吟執事  司琴：張希如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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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你真偉大」 

(台) 新聖詩 第 27 首「我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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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詩篇 19 
(台) 新聖詩 啟應文 7 詩篇 19 

會 眾 

獻 詩 
莫札特：哈利路亞 第一堂 黃光慈姐妹 

我屬祂，祂亦屬我 第二堂 婦 女 詩 班 
聖 經 詩篇 147 司 會 
講 道 當感恩的冰桶來敲門 蔡維倫牧師 

回 應 詩 
(華) 詩歌「何等恩典」 

(台) 新聖詩 第 19 首「為著美麗的地面」 
會 眾 

奉 獻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1、5 節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頌 讚 
(華) 新聖詩 第 398 首「願我救主耶穌基督」 
(台) 新聖詩 第 398 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會 眾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 三 堂 禮 拜 講道：蔡維倫牧師 司琴：劉欣弦姐妹 

 司會：黃瑞榮長老 領詩：羅達中弟兄 
敬 拜 讚 美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會 眾 
歡 迎 禮  司 會 
見 證  張世媛姐妹 
消 息 報 告  司 會 
守 望 禱 告  司 會 
奉 獻 委 身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1、5 節 會 眾 
聖 經 詩篇 147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當感恩的冰桶來敲門 蔡維倫牧師 
回 應 詩 歌 (華) 詩歌「何等恩典」 會 眾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4年10月26日 

NO.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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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全球冰桶挑戰旋風 

二、讓詩篇作者對我們說話: 

1.在上帝子民中體會祂的恩待 

2.在大自然中經歷祂的看顧 

3.在因果關係與變遷中，要我們去

學習感恩和讚美 

三、你現在心中唱著什麼樣的歌? 

四、有的感恩實在需要久一點才看得

出來，特別是生命中重大的感

恩。 

五、結論 

【默想】 

1.給自己一段安靜的時間，回想並

寫下生命中重大的感恩，並把握

機會與人分享。 

2.我是喜歡拿上帝所賜給我的恩

賜在心中自誇，還是更有智慧地

選擇依靠那位賜恩賜的上帝?這

兩者間的差異如何區別? 

3.我看見周圍正經歷「耶和華的寒

冷」的人嗎？求神讓我能跨出

去，關懷並陪伴他。 

【金句】 

「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

他慈愛的人。」 

詩篇一四七篇 11 節 

第二堂獻詩            

我屬我屬我屬我屬祂祂祂祂，，，，祂祂祂祂亦屬我亦屬我亦屬我亦屬我    
永遠未變的愛疼，奇妙恩典互人知。 

寶貴聖神從天來，祢曾教我安呢行。 

哦這完全的平安，哦這賞賜永佇在， 

這款疼永遠不息，我屬祂祂亦屬我。 

溫暖藍色的天空，地上青翠的草埔， 

各樣活物發光彩，主賜目睭看分明。 

鳥隻歡喜吟不停，花蕊發出好香味， 

今我知擱深深知，我屬祂祂亦屬我。 

我是永永遠遠屬於祂， 

未將我，無人將我與主分離， 

何等完全的祝福，基督愛疼滿我心。 

天佮地攏要過去，起初之光要暗去， 

只有主與我同在，我屬祂祂亦屬我。 

只有主與我同在，我屬祂祂亦屬我， 

永遠屬我。 

 

 

【【【【第一、三堂回應詩】】】】    

何等恩典 

以真誠的心降服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領受生命活水， 
從你而來的溫柔謙卑。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你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你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滿讚美。 

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鎖，你已挪去我所

有重擔，你已挪去我所有傷悲， 
你的名配得所有頌讚。 

 



3 
 

3 

【【【【第二堂回應詩】】】】    

為著美麗的地面    

1.為著美麗的地面，為著燦爛的星辰， 

為著阮出世以來，所受一切的慈愛；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2.為著逐時的景緻，無論暝日媠無比， 

山水花木好光景，日月星辰照光明；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3.為著耳目的福氣，為著心神的歡喜， 

賜阮五官通欣賞，有聲有影得恩寵；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4.為著溫暖的家庭，兄弟姐妹父母情， 

天頂地上好朋友，關心看顧閣溫柔；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5.為著主至大恩惠，白白賞賜阮人類， 

聖神恩典及人情，地上生活及永生。 

天父上帝阮齊聲，謳咾稱呼祢尊名。 

 

 

 

教會消息 

一.財務事工螞蟻工作坊 

時間：11/2(11/2(11/2(11/2(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3:003:003:003:00    

行政部財務組將舉辦財務事工螞

蟻工作坊，敬請各部、任務小組、

團契、主日學、小組指派預算司庫

同工參加，也歡迎關心教會財務事

工的兄姐報名參加。報名請寄電子

郵件至 finance@hoping.org.tw

財務組專用信箱，或洽辦公室林予

全幹事。 

二.全教會親子陪伴研習會 

時間：11/8(11/8(11/8(11/8(六六六六)9)9)9)9:00:00:00:00----17:0017:0017:0017:00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陪伴，讓我

們一起來學習體驗堅固的親情是

建立在天天親密、有效的陪伴上。 

9:009:009:009:00----12:3012:3012:3012:30    

青少年的陪伴-為青少年立榜樣 

講師-錢玉芬老師 

13131313:30:30:30:30----17:0017:0017:0017:00    

幼兒的陪伴-幼兒的需求與親子溝

通技巧 

講師-黃瑽寧醫師 

*特別邀請-愛的對談 黃富源教授 

報名與線上提問請洽 

何堅仁長老 hkenjin@gmail.com 或

小柚幹事 satiqleem@hoping.org.tw 

網路上報名：

http://goo.gl/forms/yN3jei9d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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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洗禮、轉籍 
欲報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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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1/1211/1211/12、、、、26(26(2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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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2/7(12/7(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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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宣教事工認獻單 

邀請您共同參與宣道 2014 年，

就是現在。今年截至目前，會友

對宣道事工預算獻金仍差一

截，上週回收不到 5份。在週報

夾頁中，附有年度宣道事工認獻

單，邀請您照著感動與能力回

應，以具體的行動成為萬民的祝

福。請交宣道部沈月蓮執事、劉

文玲執事或林予全幹事。 

配合本會宣道年會活動，台灣聖

經公會提供聖詩($400)及客語

聖經($700)購買享 8折優惠。意

者請向辦公室登記。 

五.新朋友聯誼會 

時間：11/16(11/16(11/16(11/16(日日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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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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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柚幹事。 
 

六.認識基督教信仰與教會 
時間：10/26(日)晚上7:00-8:30 
地點：2F02 
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參加。
報名請洽賴恩慈執事。 

七.泰澤禱告會 
自 11 月起，將改為每月一次。
下次時間：11/13(11/13(11/13(11/13(四四四四))))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7:307:307:30    
地點：1F01 
歡迎兄姐預備心參加。 

八.11/09((((日))))召開長執會 
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3013:3013:3013:30 
地點：6F03 
敬請牧師、長老、執事參加。 

九.聖誕佈道會禱告事項， 

   歡迎會友一起代禱： 
1.為導演陳守玉代禱，保守她構

思出最適當的戲劇，帶領與會
者進入神的福音饗宴中。 

2.為參與戲劇演出的兄姐禱
告，保守她們的身體，避免
感冒，也能搭配排演，培養
默契，順利演出。 

3.為陪談人員、招待同工及行
政搭配的人員禱告，一同預
備心來興旺福音。 

聖誕佈道會代禱相關事宜請洽
徐仁全或繆芊苔弟兄。 

十.重陽長輩戶外一日遊  
時間：10/30(10/30(10/30(10/30(四四四四))))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8:508:508:508:50    
集合地點：清真寺前 
地點：大溪花海農場、 
      金蘭醬油博物館 
對象：70 歲(含)以上的本會會友 
費用：100元/人、 
        陪同者800元/人 
報名請洽一樓招待處或小柚幹
事(敬備行程表，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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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牧師動向報告 
蔡茂堂牧師本主日前往南園
教會證道及主領聖餐。 
曾昭瑞牧師本主日受邀前往
錫安教會講道，願主賜福他的
侍奉。 

成人部消息 
例行會議 
時間：11/2(11/2(11/2(11/2(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    
地點：7F03 
請牧師、長老、執事、核心同工
出席參加。 

兒青部消息 
例行會議 
時間：11/2(11/2(11/2(11/2(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    
地點：B204 
請牧師、長老、執事、核心同工
出席參加。 

聖樂部消息 
聖誕節清唱劇練習 
時間：每週日下午每週日下午每週日下午每週日下午 1:201:201:201:20----2:502:502:502:50 
10/26：女聲部練習 
地點：2F02 
歡迎詩班有志兄姐踴躍參加。 

社區部消息 

繪本館特展暨開放時間 
a.自 10 月份起，由盧忠信弟兄展

出吸管、紙雕、串珠等手工創
作作品，歡迎參觀。 

b.每週三週三週三週三、、、、五五五五、、、、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1:001:001:001:00----3:003:003:003:00 
開放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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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繪本繪本繪本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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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小組 

1.夫婦團契＆青年團契 
認親活動認親活動認親活動認親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11/1(11/1(11/1(六六六六))))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007:007:007:00    

地點：B1 禮拜堂 

為聯絡各肢體間的情誼，並使

北上求學之青年，能享受主內

一家之關懷，特舉辦此活動，

歡迎有意之家庭，請向謝佳吟

會長報名。 

2.婦女團契&甘泉小組聯誼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28(10/28(10/28(10/28(二二二二))))    

地點：宜蘭一日遊 

已額滿。請為當天行程、天氣、

出入平安代禱。 

教界消息 

1.天藝劇團演出 
主辦單位：天藝劇團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511/511/511/5----8888    

地點：台北車站六樓演藝廳 

天藝劇團將舉辦「免費贈票」

的戲劇佈道會，四天共有 5 場

演出，誠摯邀請兄姐上網或來

電索票，帶領未信者進劇場、

聽短講、信耶穌，進入教會接

受造就，進而產生生命的改

變！(電話：2659-6620) 

2.馬偕特展 
主辦單位：真理大學牛津學堂

博物館、楠仔樹腳聖經博物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59/59/59/5----12/512/512/512/5    

地點：真理大學牛津學堂博物館 

屏東楠仔樹腳聖經博物館 

歡迎大家前往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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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色列死海古卷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2110/2110/2110/21----29292929    

地點：台北信基大樓(台北市信義

區信義路四段460號地下二樓) 

最古老的希伯來文聖經手抄本

死海古卷的出現，成為聖經真實

可靠的憑據。歡迎兄姐前往觀

賞。 

代禱事項 

1.為世界 

奈及利亞伊斯蘭激進份子綁架

奈國學校 234 名女學生已半

年，歐美各國基督教會為此發起

禱告活動。願上帝保守學生們能

平安獲釋，重獲自由。 

2.為台灣 

日月光高雄廠汙染案法官輕判

罰金，公共危險無罪。若定讞未

來將無法嚇阻大廠汙染行為。願

上帝保守法院能在上訴過程重

新檢討是否有法令缺失，防止其

他廠商心存僥倖。 

3.為教會 

�為教牧團隊轉換代禱 

求神保守看顧和平教會的兄

姐，能夠同心合意地參與監選會

員和會，並在聖靈的感動下，回

應上帝的感動。 

�為淨灘、重陽敬老禱告 
10/2610/2610/2610/26夫婦團契前往宜蘭利澤簡
參與淨灘活動，求神保守大家出
入平安。10/30(10/30(10/30(10/30(四四四四))))長輩出遊桃
園大溪，願出入都蒙上帝的帶
領、看顧。 

 

3為財務部工螞蟻工作坊代禱 
求神保守各部、小組、團契、事
工單位都能學習、配合教會的財
務事工，以利教會整全的發展。 

�為宣道部代禱 
為宣道年會順利結束感恩，求主
保守教會對客家宣道的關心與
投入從此起步並向前邁進。 
感謝主10/19-20總共有35位和
平出身傳道人夫婦參與回娘家
活動，與教會兄姐有很好的互動
交誼，願主祝福這些傳道人在上
帝呼召他們的地方繼續忠心服
侍。 

�為裝備部代禱 
10/26 兒主舉行會外教學，將前
往基隆阿美族山美教會一起做
兒童禮拜，會後將前往海博館參
觀，求主保守行程順利，大家出
入平安! 

�為王道仁傳道代禱〜 

  目前在高雄德生教會服事 
a.10 月起在德生教會服侍，希

望盡快熟悉適應新的事工。 
b.求主開啟醫療傳道的工場，讓

更多病痛中的人能得到福音
的好處。 

�為南園教會代禱 
a.為南園事工研討會及明年度

事工計畫禱告，願神帶領教
會的體質建造，新文化形成
及明年度的福音工作。 

b.請為今年聖誕節的福音工作
禱告，盼望我們能順利走進
園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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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函 

碗碗碗碗粿粿粿粿    
陳光勝傳道師 

「真的好好吃喔！老闆，每次從北部回家，我一定要先來你這裡吃一碗熱騰騰的碗粿加魚
羹。」這樣的讚美，每天總能在阿明經營的小店裡出現好幾回，可阿明總是靦腆的點點頭，對
顧客的讚美表達感謝。這家小吃店也有三十年歷史了，阿明從年輕力壯，到現在有了點年紀。
不過他對自己料理的堅持，卻是沒有一天鬆懈，只是歲月不饒人，現在阿明的體力想要應付絡
繹不絕的客人，若沒有人來幫忙，還真的做不來呢。 

「來順啊，把那邊的魚漿拿過來。」來順到阿明店裡幫忙只有半年的時間。這段時間阿明
只吩咐來順做一些打雜的工作，雖然來順心裡不願意，不過一心想要學個手藝的來順，還是認
真聽話的把手上的雜事完成。說來也不是來順不認真，只是來順想要學的是阿明的手藝，可這
半年來，除了搬東西、包裝、收拾餐桌、洗碗、送貨。阿明還真的沒有告訴來順一點兒料理的
事情。來順做起活兒來，的確認真又踏實，平常不會跟人一起道長短，算是個很實在的年輕人。
但是在阿明店裡的這段時間，來順心裡的確不甘心，因為他實在不願意自己只能做這些簡單的
事。這天阿明要來順接觸到過去從來不能碰的魚漿，來順心裡真是五味雜陳。 

「來順，看清楚，這個魚漿要這樣子．．．。」來順一聽，阿明竟然講起了魚羹的作法，
來順瞪大的眼睛，一字不漏的把阿明說的話刻印在心裡。這半年的辛苦不用說了，就這一刻，
來順心裡的感動，根本就無法三言兩語的道盡。來順心裡想，我終於也等到了苦盡甘來的時刻
了。來順十分精明，一會兒就學會了魚羹的做法。而阿明也很快地就把製作魚羹的工作完全的
教給了來順。不過來順這樣的感動並沒有持續多久，兩個月後，來順發現，他只能作魚羹，也
只會作魚羹。阿明把魚羹的功夫傳授給來順之後，的確十分相信他，整個製作魚羹的工作也都
交給他做。不過做了兩個月魚羹的來順，除了本來打雜的工作不變之外，他並沒有學得其他的
功夫。可以看見的是來順的工作變多了，但是能力並沒有變強多少。來順開始懷疑，阿明把製
作魚羹的功夫教他，是為了分擔工作，還是真的在培養他？ 

「明天早上四點來廚房找我。」這天休息的時候已經很晚了，阿明忽然跟來順說了這樣一
句吩咐。這令來順完全摸不著頭緒，心裡想著，難道阿明要傳授他碗粿的做法了嗎？第二天來
順充滿著期待的一大早就在廚房等著，沒想到，阿明除了交代他要怎麼磨米換水，其他甚麼都
沒有交代。一開始來順想，阿明可能是因為步驟太繁複，需要慢慢教他。沒想到這磨米換水就
做了半年。來順快崩潰了，「這是勞力壓榨嗎？」來順無法理解，這麼無聊的工作，竟然要他做
半年。他幾乎認為，阿明只是因為工作量太大，才一點一點釋放出需要勞力的工作，阿明根本
無心教他甚麼真功夫。 

「把這個東西放這裡，把磨石拿過來，這個東西要這樣放．．．。」這天阿明忽然一個勁
兒的講了一大堆東西。來順覺得這根本是知識大爆炸，雖然緊張，卻也內心充滿著興奮。尤其
已經看了阿明這半年來的所有動作，來順對於阿明所說的每個環節都不那麼陌生，一會兒的功
夫，來順就幾乎把製作碗粿的流程記得一清二楚了。不過接下來的日子，阿明幾乎把所有的工
作都交給來順做，甚至早上也不再進廚房了。來順不知道阿明到底怎麼了，但是他知道，整間
店，目前正是靠著他撐起來的。 

「老闆，這碗粿和魚羹的味道還是一樣熟悉，一樣好吃啊。這是阿明老闆做的嗎？」在阿
明幾乎不管店裡的事之後，來順一個人就像是陀螺忙得不可開交。他本來不確定這是否正是他
當初所追求的生活，直到有客人表達出，他手所做的碗粿與阿明做的一樣好吃的時候，這時來
順才明白阿明一直以來的用心啊。 

 
賽 55: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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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聖誕活動一覽表 

買回約翰館圖表 

經常收支((((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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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館 
060001,120020 200 
170002 500 
070038,100072,110001,110087 
110094,110291,140023,150024 

1,000 

060004,120097 3,000 
小計 14,900 

感恩奉獻 
050023,有志 200 
070241 400 
040079,080072,110042,130083 
170059 

500 

040042,040071,113092,120006 
130014 

1,000 

070158 1,200 
070003,070105,110081,130089 
140074 

2,000 

070097,190020 3,000 
200003 5,000 
110302 6,500 
小計 37,000 

南園教會 
110019 2,000 
110001 4,000 
小計 6,0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100068 600 
070003,110028 1,000 
130079 2,000 
小計 4,600 

愛心基金 
090083 10,000 

場地奉獻 
070158 3,000 

宣道年會 
有志 1,000 

兒童主日學 
120057 2,000 

少年團契 
週間聚會奉獻 225 

創世記查經班 
週間聚會奉獻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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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02 
幼幼  810 
幼主 421 
兒主 1,065 
小計 61,698 

月定奉獻 
070225,080169,120109,140043 1,000 
070038,120050,140031,150024 
170002 

2,000 

070167,110034,113069,130006 
140077,170021 

3,000 

110001,170056 4,000 
080071 5,000 
110019 6,000 
070176,110316 7,000 
040056,070016 8,000 
130005 11,000 
090012 15,000 
170009 20,000 
小計 1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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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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合計 
第二堂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305 

504 
第三堂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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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02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09：50 三樓禮拜堂 謝敏圓長老 27 11/02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許素菲執事 13 11/02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孫愛光長老 28 10/30 
泰澤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何淑珍牧師 2 11/13 

團 
 

契 

松年團契 主日 08：45 1F01 練習聖誕節目 20 11/02 
成人團契 主日 08：50 B101 讀書會  11/02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2 11/02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2 宜蘭羅東一日遊 19 10/28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22 10/31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認親大會  11/01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18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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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12 

安得烈 VI-A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二 
19：30-21：00 

B101 溫秋菊執事 21 11/11 

安得烈 V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五 
19：30-21：30 

B203 陳群鈺姐妹  11/14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12：30 

6M04 陳詞章執事  11/02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14：00 
6F05 謝敏圓長老  11/16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B203 陳群鈺姐妹 4 10/28 
長輩小組 每隔週週三 10:00 2F02 趙國光長老  10/29 

喜樂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0:00-11:30 
6F01 林瑜琳執事 13 11/02 

心靈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3：45 6M01 林英洲長老  11/02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13：30 
外地聚會 王淑姿姐妹 20 11/12 

甘泉小組 每週二 10：00 組員家 賴恩慈執事 16 10/28 
恩惠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2:00 6F01 鄭燦然執事  10/26 

醫師小組 
每月第三週三 

20：00 
B101 林凱信弟兄 12 11/19 

恩慈小組 單週三 19：30 張瑩瑩執事診所 張瑩瑩執事  10/29 
K.B.小組 週五 10：00 2F02 讀經/王雪枝長老 12 10/31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8：30 
張芳俊弟兄家 盧永濱弟兄 11 11/14 

依一小組 每月一次 16:00 B101 王道一執事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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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Quest 小組 每月最後週六 
上午 09:00-11:00 B202 蔡茂堂牧師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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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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02 
幼幼班 主日 10：00 B1 禮拜堂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14小17大 11/02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1 上帝的主權 16 11/02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 禮拜堂  33 11/02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6F05  18 11/02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週主日 
08：45-09：45 6F03 高正吉長老  11/09 

婦女查經班 週四 10：00 張雅琇長老家 約翰福音  10/30 
路加福音 主日 10:00-11:00 6M03 鄭碩帆老師 13 11/02 
新約綜覽 主日 10:00-11:00 6M04 何淑珍牧師/石素英牧師 9 11/02 
快樂吟唱新聖詩 主日 11:30-12:30 B202 王怡慧師母 5 11/02 
父母成長讀書小組 主日 11:30-12:40 6F01 高桂惠老師 14 11/02 
經典名畫看聖經 主日 11:30-12:30 6F03 楊伯威老師 21 11/02 
基督教要義導讀 週三 19:30-21:30 6F03 石素英牧師 29 11/05 

創世記查經班 每月第三週 
週六 09:00 5F 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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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琦娜姐妹‧劉錫恩姐妹 22 11/02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約翰館 范恩惠傳道 18 10/28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三、四樓禮拜堂 趙恬姐妹 9 10/31 

提摩太敬拜團小組 每月第三週日 
13：30-15：00 B204 吳忠哲弟兄  10 月 

手鐘團 主日下午 13：30 B204 莊智皓弟兄   

社 
 
 

區 

毛線編織班 主日11:30-13:30 約翰館 黃淑文姐妹 6 11/02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09：30 2F02 陳錦慧執事 17 10/30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亁美穗子姐妹 13 10/29 
讚美操 週二 09:15-09:50 1F01 顏惠鴦長老娘  10/28 
繪畫班 週三 09：30 1F01 張素椿姐妹 14 10/29 
繪本時間 週五 13:30-15:00 繪本館 張素椿姐妹 13 10/31 
插花班 週五晚上 19：00 1F01 李玉華姐妹 8 10/31 
F .M.媽媽小組 週五 09：30 1F01 沈月蓮執事 8 10/31 

 

接第 9頁 
各位敬愛的兄姐平安! 
自即日起直接以匯款、轉帳、存現等
方式奉獻，登帳及刊登週報截止時間
為每週五 17:00(以各家銀行網路查詢
所得入帳時間為準，郵政劃撥截止時
間為每週四 24:00)，超過上述截止時
間入帳之奉獻，登帳及刊登週報將順
延一週，謹此告知。 

以下轉帳奉獻兄姐敬請與財務組同工聯絡 

日期 轉出行 轉入帳戶 金額 
4/2 北富北投 彰銀重建 10,000 

 

【10/17～10/24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10/22 轉帳 080145 12,000 

感恩奉獻 

10/23 轉帳 120042 30,000 

約翰館 

10/22 轉帳 120042 30,000 

場地奉獻 

10/23 郵撥 999 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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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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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拜 招 待 
組長-張貞惠 

林博惠、蔡淑慧 

組長-張貞惠 
江豐盛、陳錦慧 
周寶秀、王淑姿 

組長-謝敏圓 
張書銘、蘇浩承 

新朋友關懷 賴恩慈、沈月蓮 鄭維新、王輝珍、沈月蓮 何主恩、蔡育芬 
影 音 組 長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廖怡亭、傅瑋俐 吳夏語、吳炯德 吳夏語、卓邑垣 
投 影 許信允 王益章 劉丞耘 
愛 餐 社青團契 預備組長：吳雅真 恢復組長：張貞惠 

禱 告 侍 奉 王雪枝 

週 報 印 製 李婕妤 見證：張世媛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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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茂堂牧師 
司 會 鄭燦然 王偉華 陳秀惠 
司 琴 陳美瑜 林純純 沈奕伶 
領 詩  賴信澤 陳群鈺 
獻 詩 陳長伯 成契詩班 提摩太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組長-陳舜蘋 

張貞惠、蘇慧娟 

組長-高桂惠 
盧永濱、曾豊鈞 
楊嘉林、蔡宜真 

組長-吳明珊 
吳怡哲、黃春怡 

新朋友關懷 王雪枝、張淑琴 高正吉、張世娟、陳翁春美 蔡雅如、吳怡哲 
影 音 組 長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張中興、張翊倫 曹木針、李憲明 林又青、楊伯威 
投 影 葉嫦懿 盧  叡 王嘉偉 
愛 餐 婦女團契 預備組長：王雪枝 恢復組長：翁春美 
禱 告 侍 奉 林士洋 
週 報 印 製 廖小柚 見證：曹木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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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青牧師：曾昭瑞        電話：0920-621-210    E-mail:chaojui.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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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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NO.1603 

啟示錄系列((((三十六)))) 
第七碗 ((((The Seventh Bowl))))    

主講：蔡茂堂牧師 

【講道大綱】 
I. 引言：第七碗((((The Seventh Bowl)))) 

II.第七碗被倒在空中 
((((The Seventh Bowl Poured in the 
Air)))) 
1.第七碗被倒在空中 
(啟 16:17a; 弗 6:12) 

2.寶座大聲音說成了 
(啟 16:17bc; 約 19:30) 

3.閃電聲音雷轟地震 
(啟 16:18; 啟 8:5; 啟 11:19) 

4.那大城斷裂為三段 
(啟 16:19a; 啟 11:8)) 

5.列國之城也都倒塌 
(啟 16:19b; 啟 11:13) 

6.烈怒酒遞巴比倫城 
(啟 16:19cd; 啟 14:8) 

7.海島逃避眾山不見 
(啟 16:20; 啟 6:14) 

8.大雹從天落人身上 
(啟 16:21; 賽 30:30) 

III.啟示錄的耶路撒冷 
((((The Jerusalem in Revelation)))) 
1.聖城被外邦人踐踏四十二月 
(啟 11:2) 

2.兩個見證人被殺大城街道上 
(啟 11:8a) 

3.大城的靈意是所多瑪與埃及 
(啟 11:8bcd) 

4.大地震城倒十分一人死七千 
(啟 11:13) 

5.酒醡踹在城外血流六百里遠 
(啟 14:20) 

6.閃電雷轟地震大城裂為三段 
(啟 16:18-19) 

IV.屬靈的功課((((Spiritual Lessons)))) 
1.從加略十架到聖殿寶座 
(彼後 3:9) 

2.閃電大聲雷轟地震冰雹 
(出 19:16-18; 賽 29:6;啟 4:5; 
8:5; 11:19; 16:18, 21) 

3.海島都逃避眾山也不見 
(賽 40:4; 亞 14:5, 8, 10; 啟
6:14) 

4.冰雹災極大人就褻瀆神 
(出 9:22-26; 書 10:11; 啟 8:7;
啟 11:19) 

V. 結論：聽從主話 不可硬心 
((((來 4:7)))) 

【默想】 
1.十字架上的成了與聖殿寶座的成

了有何關係？ 
2.第七碗大災難驚天動地對世界造

成那些改變？ 
3.我們要如何才不會變成心裡剛硬

而不會悔改？(參閱來 3:13) 

【金句】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
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
惑，心裏就剛硬了。」 

希伯來書三章 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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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啟示錄系列((((三十六))))第七

碗((((The Seventh Bowl))))    

經文：啟示錄十六章 17-21 節 

主講：蔡茂堂牧師 

時間：二０一四年十月十二日 

 

 

Ⅰ、引言：第七碗 

第七碗是最後的審判、災難，當它結

束後基督就要再臨，所以，它是最大的審

判。先看短片。 

And the seven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onto the air;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 

And there came a great voice out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from the throne, 

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 

Saying, It’s done. 

說：成了！ 

And there were voices, and thunders, 

and lightening; 

又有聲音、雷轟、閃電、 

An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大地震， 

Such was as not since men were upon the 

earth,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 

So mighty an earthquake, and so great. 

這樣厲害的地震。 

And the great cit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那大城裂為三段， 

And the cities of the nations fell. 

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 

And great Babylon came in remembrance 

before God, 

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 

To give unto her the cup of the wine of 

the fierceness of His wrath. 

要把那酒杯遞給她，就是盛自己烈怒的酒

杯。 

And every island fled away, and the 

mountains were not found.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 

And there fell upon men a great hail out 

of heaven, 

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 

Every stone about the weight of a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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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 

And men blasphemed God because of the 

plague of the hail, 

人就褻瀆神，因這雹災， 

For the plague thereof was exceeding 

great. 

因為這雹子的災極大。 

Ⅱ、第七碗被倒在空中（The Seventh Bowl 

Poured in the Air） 

1.第七碗被倒在空中 

短片裡「很大」一詞不斷重複出現。

最後審判有大地震、大冰雹，冰一塊塊從

天而降，有一「他連得」大。史上紀錄的

冰雹，最大有兩磅大；一他連得是一百磅，

相當史上最大紀錄之五十倍。若被這樣的

冰雹擊中，必定粉身碎骨。以前下冰雹時，

人尚能躲到山洞；但在這裡描述海島逃

避、眾山不見，所以人沒有山洞可躲，只

能挨打。 

最後審判是「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

中」（啟 16:17）。因為天空成為撒旦掌權

之地。「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

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

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

6:12）之前碗倒在太陽、地面、海上、河

流等地，上帝是在潔淨被罪污染的宇宙，

預備基督再臨，建立千禧國度。最後的碗，

是上帝潔淨空氣裡撒旦的勢力。 

2.寶座大聲音說成了 

碗倒下後，「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

上出來，說：『成了！』」（啟 16:17）聖經

另一處也說過「成了」，就是耶穌將斷氣

時，小聲地在十架上說過。「耶穌嘗了那

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

付上帝了。（約 19:30）人類的救恩就在這

兩個「成了」當中完成。 

3.閃電聲音雷轟地震 

那個聲音說完後，天上出現閃電、雷

轟、大聲音，地面發生大地震，「又有閃電、

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

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啟

16:18）正可謂「驚天動地」。聖經在此用

了多次「大」，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

厲害的。「大」和「厲害」，希臘原文同字，

形容極其巨大。不久前有機會到中國四

川，見到汶川大地震遺跡，真可怕，整所

學校被掩埋。挖出土時，師生們尚且各自

坐在原位，因為地震來得突然，大家來不

及跑，就被壓死在自己位置上。另有一所

醫院和監獄，也整個被掩埋了。經上說，

末日那場大地震，過去沒有這樣厲害的。 

同樣的雷轟、大聲、閃電，第一次出

現在啟示錄，是八章 5節「天使拿著香爐，

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

大聲、閃電、地震。」第二次是十一章 19

節「這時候，上帝在天上的聖殿開了；他

的約櫃在殿裏出現。接著有閃電、雷轟、

響聲、地震，和大冰雹。」第八章講第七

印，第十一章講第七號。災難有三系列，

先有七印，第七印打開後，出現雷轟、大

聲、閃電、地震；第七號吹響時，也有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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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大聲、雷轟、地震。由此可見，這四

者代表上帝公義審判的末了。七印、七號

和七碗，開始時間不同，但結束時間一樣，

也有類似的結局。 

4.那大城斷裂為三段 

聖經描述，地震造成大城一裂為三

段，（啟 16:19a）變成三座小城。啟示錄

十一章 8 節第一次提到大城說，獸殺了基

督兩位見證人，將屍體棄在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城原名「聖城」，但那時就被改稱

為「大城」。「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

街上」（啟 11:8）。大城是否就是耶路撒

冷，許多人認為大城指巴比倫，將要被上

帝審判，而耶路撒冷不會。但這裡提到，

大城裂為三段，名字被改為所多瑪、埃及，

就是主釘十字架之地。可見大城不是指巴

比倫，而是耶路撒冷，裂為三段的大城，

指的是耶路撒冷城。 

5.列國之城也都倒塌 

大城裂為三段，其他城則是房屋粉

碎，「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啟 16:19b）

事實上，上次地震時，大城倒塌了十分之

一，這次則是一裂為三。「正在那時候，地

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

死的有七千人；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

天上的上帝。」（啟 11:13）兩見證人被殺

時，耶路撒冷受到審判；但上帝似乎有所

保留，城只塌了十分之一、死亡人數七千。

餘下的人就害怕，歸榮耀給上帝。 

6.烈怒酒遞巴比倫城 

然後經上說，上帝就想起來，把那烈

怒的酒，遞給罪惡貫滿盈的巴比倫喝。大

地震驚天動地時，大城裂為三段，其他的

城都倒塌；還有另一座城，就是巴比倫大

城，上帝想起它來，要把烈怒之酒給它。「上

帝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

怒的酒杯遞給他。」（啟 16:19c）經文在

此沒有對巴比倫所喝的是什麼多做解釋，

但在第十七章、十八章會有更多描述。啟

示錄十四章 8 節說，巴比倫讓別人喝酒：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叫萬民喝邪

淫、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

了！』」（啟 14:8）上帝就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讓它喝憤怒的酒。「酒」在這

裡代表的意義，之後兩章會詳細說明。 

7.海島逃避眾山不見 

大地震除了毀壞城市，也造成地球表

面的變化，群山消失無蹤。海島是海中高

山，和陸上山脈一起失去蹤影。啟示錄六

章 14 節說到第六印時，僅提到位移：「天

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

被挪移離開本位。」（啟 6:14）有人認為

是南、北極冰山融化，地球水位上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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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群山被淹沒。也有人認為，大地震把地

殼的高低地形拉平了。 

8.大雹從天落人身上 

從天而降的大雹，重一「他連得」，中

文是九十斤，或一百磅，是史上記錄最大

冰雹的五十倍重。以賽亞三十章:30 節也

提到，上帝最後的審判，將用冰雹、就是

暴風和冰雹，作為結束。「耶和華必使人聽

他威嚴的聲音，又顯他降罰的膀臂和他怒

中的忿恨，並吞滅的火焰與霹雷、暴風、

冰雹。」 

Ⅲ、啟示錄的耶路撒冷 

1.聖城被外邦人踐踏四十二月 

啟示錄提過幾次耶路撒冷城，第一次

在第十一章，稱之為「聖城」。「聖城」後

變為「大城」，因為撒旦進入城內，統治世

界四十二個月，就是七年大災難的後三年

半。因此，上帝要約翰丈量聖殿，但不量

外院，因為外院將被外邦人踐踏：外邦人

會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啟 11:2） 

2.兩個見證人被殺大城街道上 

四十二個月中，有兩位為福音作見

證、有名有力量的傳道人，被獸所殺，屍

體被棄街頭，為眾人所見。（啟 11:8） 

3. 大城的靈意是所多瑪與埃及 

然後，城的名字便改為大城，意思是

所多瑪、埃及。埃及是指奴役上帝選民的

國家；所多瑪則是想欺凌上帝天使的城

市，兩者都是敵對上帝的。當撒旦進駐耶

路撒冷城，統治世界三年半，耶路撒冷便

代表敵對上帝。「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

又叫埃及，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啟 11:8）。 

4.大地震城倒十分一人死七千 

那次大地震中，大城傾倒了十分之

一，七千人死亡，所產生的反應是恐懼，

並歸榮耀給上帝。（啟 11:3） 

5.酒醡踹在城外血流六百里遠 

十四章也提到，基督再臨時，會收割

麥子和葡萄；所收割的葡萄，要踹在大城

外。有人認為，大城本是聖城，因撒旦進

入踐踏，上帝就讓牠們被基督踹在城外的

葡萄酒醡裡，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裏流出

來，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啟

14:20）六百里幾乎涵蓋全以色列，足見審

判之大。 

6.閃電雷轟地震大城裂為三段 

閃電、雷轟、地震，大城裂為三段。

天驚地變時，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倒

塌，巴比倫得到酒，（啟 16:18-19）由此

可知大城不同於巴比倫城，兩節經文都提

到最後審判有三種下場，一是城裂為三，

一是列國的城倒塌，一是得到上帝烈怒的

酒。 

Ⅳ、屬靈的功課（Spiritual Lessons） 

1.從加略十架到聖殿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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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十架上，臨終前說了句「成

了」，是指救贖罪人的功勞已經成了。基督

要再來，建立千禧國度，屆時上帝在天上

寶座，也會大聲說：「成了！」這是除滅罪

惡的「成了」。基督「成了」完成救贖恩典；

上帝「成了」公義審判。上帝的恩典、慈

愛與公義，在兩聲「成了」中，覆蓋全人

類的救恩歷史。彼得後書 3:9 說到：「主所

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

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

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上帝應許要除

滅這世界的罪惡，但審判無人能承受得

住。上帝願意人人有機會，因此不願第二

聲快快講，像似拖延時間，其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不願一人沈淪，要人人都悔改。 

2.閃電大聲雷轟地震冰雹 

其實，閃電、大聲、雷轟、地震、冰

雹，首次聖經記載是出埃及記。摩西領以

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來到西乃山，上

帝降臨，要吩咐以色列人遵守十誡，過聖

潔生活。但那時有閃電、大聲、雷轟，以

色列人極害怕。出埃及記 19:16-18：「到

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

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

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上帝，都站在

山下。西奈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

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

遍山大大地震動。」（出 19:16-18） 

第二次是以賽亞書 29:6「萬軍之耶和

華必用雷轟、地震、大聲、旋風、暴風，

並吞滅的火焰，向她討罪。」先知以賽亞

警告，上帝再來時，會以此審判世界，上

主要施行公義的審判。這警告，直到啟示

錄時才實現。 

施洗約翰被流放至拔摩海島，看見世

界的結局時，也曾多次見到閃電、大聲、

雷轟。第一次是上帝寶座從天顯現時：所

有天使敬拜耶和華，「有閃電、聲音、雷轟

從寶座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

著；這七燈就是上帝的七靈。」（啟 4:5）

上帝公義的審判要開始了。注意，這時有

閃電、聲音、雷轟，卻沒有地震，因為此

時是描述天上景象，尚未提到地面。接著，

揭第七印時，地震來了：「天使拿著香爐，

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

大聲、閃電、地震。」（啟 8:5）地震以後，

第七號被吹響：「當時，上帝天上的殿開

了，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隨後有閃電、

聲音、雷轟、地震、大雹。」（啟 11:19）

上帝的審判是漸漸加強的，開頭只在天

上，接著是地震，然後從天落下大冰雹。

到第七碗時，地震極其強烈，城市倒塌裂

開，冰雹極其巨大，比最大的冰雹還大五

十倍。這是最後的結束，地上有地震，天

上有冰雹。 

3.海島都逃避眾山也不見 

以賽亞預言：「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

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

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賽 40:4）

有人將此視為驕傲的人要變謙卑、謙卑的

人上帝必高舉的屬靈解釋，但或許這也是

形容，在基督再臨以前，上帝將用大地震，

夷平地表上的凹凸不平。撒迦利亞書寫

道：基督再來時，「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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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

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

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亞 14:4）

有學者認為，因為耶路撒冷蓋在橄欖山

上，震裂把橄欖山一分為二；耶路撒冷另

一邊，山谷也裂開，耶路撒冷因此裂為三

段，裂開之地變為水的源頭。大審判最後，

水變為血，人無水可喝。審判結束、耶穌

再來，千禧年開始，耶路撒冷周遭的地都

平了，只有耶路撒冷成為高山。山裡有谷，

谷中流出活水，往東向東海，往西向西海。

東海應指鹽海、西海指地中海。撒迦利亞

14:8，「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

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亞 14:8）。然後，

「全地，從迦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臨

門，要變為亞拉巴」（亞 14:10）。亞拉巴

就是阿拉伯沙漠，形容像阿拉伯沙漠般平

坦，唯有耶路撒冷被高舉、居高位。基督

在耶路撒冷，治理地球一千年；列國要上

耶路撒冷、錫安山，朝見上帝，不再有地

理限制的攔阻，因為山都消失了成為平原。 

4.冰雹災極大人就褻瀆神 

聖經記載的第一次冰雹在出埃及記。

第七災上帝下大冰雹，打死許多人、動物

和植物。法老認錯，說，我犯罪了，請你

向耶和華禱告，停止這一切。（出 9:25,27）

遺憾的是，法老的悔改極為短暫。當摩西

禱告、冰雹止住以後，法老再度剛硬，不

讓以色列人離開，以致於最後長子們被殺。 

約書亞跟亞瑪力人打仗時，上帝也下

冰雹，殺死比約書亞用刀殺還多的亞瑪力

人。（書 10:11） 

啟示錄裡，第一位天使吹號時，也落

下冰雹，但地面僅三分之一受損，上帝保

留了三分之二。（啟 8:7）最後的大冰雹降

下時，整個地球毀滅（啟 11:19），那真是

悽慘。 

Ⅴ、聽從主話 不可硬心 

大審判最後，人因為冰雹災難，褻瀆

上帝、不悔改。基督十架上那小小聲的「成

了」，完成的慈愛救恩；上帝顯出公義，擊

打、審判，派兩位傳道人傳講，人們最後

仍以「褻瀆上帝」作結。我想這是因為，

這些人的心已剛硬、無法改變。希伯來書

說，「當趁著還有今日」，聽見上帝的話仍

有一絲感動，要快悔改、不硬心。（來 4:7）

當心剛硬，怎樣的懲罰也不會悔改，失去

機會。「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

己積蓄忿怒，以致上帝震怒，顯他公義審

判的日子來到。」（羅 2:5）這正總結了今

日經文，人將來受審是自找，因為任著自

己剛硬不悔改。上帝一直給人機會，開始

輕輕地責罰，後來越來越大，希望人悔改。

但當人一直拒絕時，他的心也會因而剛硬

不悔改。 

法利賽人和耶穌辯論離婚，耶穌說：

「不可以。」法利賽人反問：「摩西為何給

予離婚條例？」耶穌回答：「因為你們心

硬。」婚姻也一樣，一開始夫妻倆相親相

愛；若問題發生，雙方都不願改變，最後

有一人心硬，婚姻就無法挽回了。盼望我

們每個人能悔改，聽從主話,，不可硬心。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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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親愛主耶穌，你為了挽回人，在十架

上犧牲，最後說「成了！」如此犧牲的愛，

有時人不懂感謝、接受。你為了讓人明瞭，

將來審判的可怕，用小小的審判，逐步地

來警告人。可是許多人直到最後仍不願悔

改，主啊，當人堅持不願聆聽你聲音時，

最後是自己的心變剛硬。求主幫助，在還

有機會時，懂得回心轉意，不任憑心變剛

硬，以致將來承受上帝的大審判。禱告奉

耶穌基督之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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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0月31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10/27 
(一) 

哈巴谷書 
第二章 

從先知的描述中，你
看到迦勒底人的特質
是什麼呢？(4-13) 

10/28 
(二) 

哈巴谷書 
第三章 

先知用什麼的態度來
等候災難之日臨到，
用什麼心情等候犯境
之民上來？ 

10/29 
(三) 

西番雅書 
第一章 

西番雅先知時代的
人，認為上帝是一個
什麼樣的上帝？你有
何感想？(12) 

10/30 
(四) 

西番雅書 
第二章 

據先知所言，如何在耶
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
隱藏起來躲避災禍？
(1-3) 

10/31 
(五) 

西番雅書 
第三章 

先知說，他要在猶大
中除去什麼？留下什
麼？(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