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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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茂堂牧師 第二堂禮拜 講道：蔡茂堂牧師 

 司會：高正吉長老  司會：蕭家緯執事 

 司琴：陳怡帆姐妹  司琴：周靜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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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華)「主必快來」 

會 眾 
第二堂 (台)「主欲閣來」 

信 仰 告 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第一堂 (華)  聖詩 啟應文 2 詩篇 2篇 

會 眾 
第二堂 (台)新聖詩 啟應文 3 詩篇 2篇 

獻 詩 
第一堂 La Foi信仰  G.Goltermann 謝 宜 璇 姐 妹 
第二堂 佮我相同行 成人團契詩班 

聖 經 啟示錄 18:1-8 司 會 

講 道 
啟示錄系列(三十九) 

巴比倫(The Babylon Fallen) 
蔡茂堂牧師 

回 應 詩 
第一堂 (華)「儆醒啊黑夜已深」 

會 眾 
第二堂 (台)「著儆醒暗暝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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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 讚 
第一堂 (華)   聖詩第 510首 「讚美天上主宰」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第 391首 「謳咾天頂主宰」 

祝 禱  蔡茂堂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三堂禮拜 講道：蔡茂堂牧師 司琴：蔡欣弦姐妹 

 司會：林瑜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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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光勝傳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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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8:1-8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啟示錄系列(三十九) 

巴比倫(The Babylon Fallen) 
蔡茂 堂牧 師 

回 應 詩 歌 (華)「儆醒啊黑夜已深」 會 眾 
祝 禱  蔡茂 堂牧 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5 年 02 月 01 日 

NO.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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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巴比倫傾倒 (Babylon Fallen) 

II.兩個巴比倫 (The Two Babylons) 

1.奧秘巴比倫與巴比倫大城 

(啟 17:5bc; 啟 18:2 ) 

2.騎獸大淫婦與堅固大城 

(啟 17:3; 啟 18:10) 

3.眾淫婦之母與奢華發財源 

 (啟 17:5d; 啟 18:3c) 

4.淫亂的污穢與貪珍饈華美 

 (啟 17:4e; 啟 18:14) 

5.被十角獸滅與被全能主燬 

 (啟 17:16; 啟 18:8de) 

6.君王與其淫並列國醉醺醺 

 (啟 17:2; 啟 18:3ab) 

7.流聖徒與先知見證人的血 

 (啟 17:6; 啟 18:24) 

8.兩者都被全能主審判刑罰 

 (啟 17:1; 啟 18:8) 

III.巴比倫被審判 

(The Babylon Was Judged)  

1.另位大權天使從天降下 

(啟 18:1ab; 啟 14:8; 啟 17:1) 

2.地就因他的榮耀而發光 

(啟 18:1c; 啟 16:10; 出 34:29) 

3.巴比倫傾倒成鬼魔巢穴  

(啟 18:2; 賽 21:9;賽 13:21-22) 

4.全球政商醉於奢華發財 

(啟 18:3; 結 27:33; 鴻 2:9) 

5.遠離該城免得同罪遭殃 

(啟 18:4; 創 19:15; 耶 51:6) 

6.該城罪惡滔天神必記念 

(啟 18:5; 創 18:20-21; 拉 9:6) 

 

7.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身 

(啟 18:6; 詩 137:8-9;耶 50:29) 

8.自誇奢華自足悲哀痛苦 

(啟 18:7; 賽 47:7-9; 哀 1:1) 

9.上主審判一天災殃齊來 

(啟 18:8; 賽 3:24; 但 5:25-28) 

IV.屬靈的功課(Spiritual Lessons)  

1.政商勾結眾民皆醉 

(啟 18:3; 何 8:9-10; 彌 3:11) 

2.分別為聖免被牽累 

(啟 18:4; 林前 5:9-10; 約壹

2:15-16) 

3.求神報應奉還加倍 

(啟 18:16-7; 詩 28:4;耶 17:18) 

4.眨眼之間審判世界 

(啟 18:8;林前 15:52; 路 17:24) 

V. 結論： 

挪亞日子吃喝嫁娶  進方舟日洪

水毀滅 (路 12:26-27) 

羅得日子買賣耕建  出所多瑪硫

磺天降 (路 12:28-29) 

【默想】 
1.你對於兩個巴比倫的關係有何

看法呢？ 

2.大巴比倫城被上主審判的原因

有哪些？ 

3.基督徒與充滿罪惡世界應保持

何關係？ 

【金句】 

「你們也要隨時準備好，因為

人子會在你們料想不到的時候來

臨。」 

路加福音十二章 4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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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回應詩】 

儆醒啊黑夜已深 

1.儆醒啊黑夜已深，儆醒莫戀紅塵。 

儆醒啊白晝將近，儆醒莫睡沉。 

儆醒啊主就要來，儆醒莫鬆腰帶。 

儆醒啊主在等待，儆醒莫懈怠。 

2.儆醒啊起來事奉，時間已到末點。 

儆醒啊前來作工，年日已將殘。 

儆醒啊穿上軍裝，儆醒靈要剛強。 

儆醒啊將魔抵擋，儆醒膽要壯。 

3.儆醒啊等候救主，晨星就要出現。 

儆醒啊追求國度，榮耀在眼前。 

儆醒啊務要儆醒，儆醒等待主來。 

儆醒啊儆醒莫停，儆醒等主來。 

 

【台語回應詩】 

著儆醒暗暝更深 

1.著儆醒暗暝更深，儆醒無戀紅塵。 

著儆醒天光將近，儆醒無堵眠。 

著儆醒主欲閣來，儆醒無懶散來。 

著儆醒主哋等待，儆醒無掛礙。 

2.著儆醒認真服侍，救主真緊閣來。 

著儆醒盡力拍拼，儆醒功勞成。 

著儆醒穿主軍裝，儆醒靠主剛強。 

著儆醒抵擋魔鬼，儆醒得勝利。 

3.著儆醒等候耶穌，啟明星欲出現。 

著儆醒求神國度，榮光佇眼前。 

著儆醒著常儆醒，儆醒主欲緊來。 

著儆醒儆醒無停，儆醒等主來。 

 
 

 
【第二堂獻詩】 

佮我相同行 

我欲耶穌佮我同行，我欲耶穌佮我同行。 

在我一生成聖路程，我欲耶穌佮我同行。 

佇試鍊中主請佮我行，佇試鍊中請佮我行，佮我。 

當我生命背著這重擔，我欲耶穌佮我同行， 

若我憂傷，主佮我行，來佮我行，佮我行。 

若我憂傷，主佮我行，來佮我行，佮我行。 

當我心靈要破碎之時，喔！我欲耶穌佮我同行。 

喔！當一生光陰漸漸過去，我知我生命將近路尾。 

當暗冥的黑影遮蓋佇我的心靈，耶穌導我就天頂的光， 

我欲耶穌佮我同行，佮我行。 

我欲耶穌佮我同行，佮我行。 

我的一生成聖路程，我欲耶穌佮我同行。 

佮我相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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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一. 2/15、2/19、2/22上午 10:00

舉行聯合禮拜 

 2/15(日)聯合聖餐禮拜暨會員

和會 

禮拜後將舉行會員和會，陪餐

會員名單請見週報 P.10-11。(不

克出席者，請向辦公室請假。) 

*當日愛餐調整為12:30開始用餐。 

**懇請弟兄姐妹配合 

1.領聖餐的兄姐請坐在3-4F 

2.陪餐會員請坐在3F(禮拜結束立

即舉行會員和會) 

 2/19(四)新春感恩禮拜 

大年初一，感謝神過去一年的

看顧，祈求神帶領未來的一年

與主同行。 

*當日不供應愛餐， 會後備有茶點 

 2/22(日)聯合禮拜 

*當日不供應愛餐(年初四供餐

商家尚未開市) 

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 150 週

年感恩禮拜 

總會將在 4/5 復活節舉行宣教

150 週年感恩禮拜。當日詩班

需 500 名(指揮：戴怡音博士) 

管弦樂團需 80-100 名(指揮：

金希文博士)，請兄姐踴躍參

與，本主日前向辦公室報名。 

 

三.查經班 

1.以斯拉查經班 

時間：2/8(日)上午 8:45 

地點：6F03 

講員：高正吉長老 

歡迎銀髮族&退休兄姐參

加。 

2.創世記查經班 

時間： 2/14(六)上午9:00 

地點：五樓禮拜堂 

講員：蔡茂堂牧師 

歡迎兄姐一起查考聖經。 

四.繪本館展出日本繪本相關月刊 

寒假了! 想讓家人和孩子有

一段美好的共聚時光嗎?繪本

館最近展出日本的繪本。 

您在和平教會就可以享受日

本圖書館的兒童繪本之展

出，歡迎闔家同來參觀。 

另有日文研究繪本的月刊

MOE，該期刊已發行 36年，目

前展出1989-2010間近兩百本

之期刊，歡迎有興趣的兄姐來

閱讀。 

每週三、五、六、日下午

1:00-3:00 開放參觀(學齡前

兒童需有家長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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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復活節洗禮 

預備 4/12 復活節期受洗的弟
兄姐妹，請預備心，並逕向辦
公室領取申請表報名。 

洗禮班:3/11、3/18晚上 7:30 

交見證稿:3/25 之前(需要協
助者請洽辦公室)  

小會問道理:3/29下午 1:30 

洗禮和聖餐:4/12上午 10:00 

六.和平感恩捐血活動 

1/25捐血活動有 102人參加，
77人捐血成功，共捐 109袋。
非常感謝大家的慷慨熱血。 

七.本主日召開小會 

時間：下午 1:30  地點：6F03 

敬請小會員出席開會。 

八.恭喜王道仁傳道師封牧、 

   曾昭瑞牧師就任 

 王道仁傳道師封牧感恩禮拜 

時間：2/1(日)下午 3:00 

地點：高雄德生教會 

本會派石素英牧師、黃瑞榮 

長老前往祝賀。 

 曾昭瑞牧師就任感恩禮拜 

時間：3/8(日)下午 3:00 

地點：錫安教會 

本會派蔡維倫牧師、高正吉 

長老前往祝賀。 

九.2015年樂活讀經 

新一輪四年「樂活讀經」已展
開。若您想收到該讀經內容，請
將您的 Email告訴辦公室，以利
寄送每日讀經內容。 

http://hoping-newmeditation.blogspot.

tw/ 

 

十.牧師動向 

本主日石素英牧師前往夥伴

教會－南園教會講道。 

十一.教會網站 

本會網站使用 google 平

台，過去兩年平均每日有160

次來自中國大陸的讀者點

閱，是對中國傳福音的重要

管道。今年以來，中國封鎖 

google 相關資訊平台，導致

中國讀者無法閱讀本會網

站。請大家為網路福音事工

代禱，懇求上帝保守我們的

網路福音事工得以突破中國

大陸的封鎖。 

聖樂部消息 

1.利未服侍詩班獻詩 

為 2/7(六)楊忠雄兄告別禮

拜獻詩，請參加獻詩兄姐於

當天 12:30 至五樓禮拜堂集

合練詩。 

2.生命的見證復活節清唱劇練習 

敬請詩班有志兄姐踴躍參加 

詩班練習 

地點：2F02 

時間：週日下午 1:20-3:00 

(2/15.2/22.3/1.3/22) 

週六下午 3:00-5:00 

(3/7.3/14) 

詩班+樂團 

地點：3樓禮拜堂 

時間：3/29(日)下午1:30-4:30 

4/4(六)下午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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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 

2/22(日)適逢舊曆年過年期

間，兒童主日學停課一次！ 

社區部消息 

社區課程消息： 

a. 讚美操暫停上課。 

b. 毛線班，目前停課，預計六月

重新開課。 

團契．小組 

1.少年團契--少契寒假造就營 

時間：1/30-2/1(五-日) 

地點：衛理福音園 

2.夫婦團契第三小家義賣活動 

年年有魚手工皂組義賣 

時間：2/8(日)上午 9:00 

地點：1樓大廳 

350 元/組，1,000 元/3 組，所

得款項為購買約翰館奉獻。歡迎

大家共襄盛舉。 
 

3.夫婦團契 

家事皂-for大人/鬆餅-for兒童 

時間：本主日下午 1:30 

地點：B1配膳室及 B1禮拜堂 

鬆餅材料費用：50元/人 

報名請洽會長廖小柚姐妹，以

便材料預備。 

教界消息 

創意 Coffee Tasting 

主辦單位：星中職場部 

為帶動職場人信仰生活之動力

與增進彼此關係互動，七星中會

職場部舉辦職場小確幸系列之

《創意 Coffee Tasting》活動，

將於活動中分享咖啡知識、手做

創意飲料、品嚐咖啡的浪漫。 

時間：2/7(六) 14:30-16:30 

地點：星巴克宏泰門市(台北市松山

區民生東路三段156-1號) 

活動內容 

14:30-15:30 咖啡知識分享及

品嚐 

15:30-16:00徐光宇長老分享 

16:00-16:30 部員分享及社青雙

向交流 

報名請洽松山教會陳美玲牧師

02-2763-0631/         

chenmL24@ms55.hinet.net 

或於 FB 搜尋「七星中會職場事

工部」直接於臉書專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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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代禱 

1.楊忠雄兄於 1/17 安息主懷，

享年 76 歲，訂於 2/7(六)於

本會五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

拜，請為遺族代禱。 

2.二月學測及近期有相關大考

的孩子名單如下，請大家為他

們禱告，求上帝讓他們身心穩

定，能盡全力發揮所學。吳旻

學、詹詠棋、林辰宥、邱誠佳、

陳約劭、王勻山、鄒宜瑾、陳

妤、陳品伃、林尚平。 

代禱事項 

1.為世界 

敘利亞內戰以及伊斯蘭激進

組織猖獗，導致該地區數百

萬人無家可歸、湧入鄰國，

不僅難民處境堪憐，也成為

鄰國極大負擔！懇求天父施

恩憐憫，讓戰事平息、讓國

際社會伸出援手！ 

2.為台灣 

禽流感蔓延，多處禽類養殖

場已進行撲殺，農民損失慘

重！懇求天父施恩保守，讓

中央政府善盡防疫資訊整

合、協助地方政府執行之

責，輔導協助農民度過難

關，並監測民生需求、穩定

市場價格！ 

 

 

3.為教會 

為 2015年牧師團隊禱告 

願神保守蔡維倫牧師有上帝的

眼光，尋找合適的教牧團隊，

帶領教會成為萬民的祝福。 

為張麗安姐禱告 

內地會宣教士，目前配搭台南

校園團契侍奉。 

a.開始有寒假學生營隊，需照

顧48位營隊小組長並帶領禱

告團隊，請代禱。 

b.2 月底舉辦一個退修會，請為

教材及教學策略代禱，期待可

適用於教會各級青少年。 

c.請為青年人研經小組的預備

及帶領禱告。 

為南園教會禱告 

a.最近教會小組重整，願主帶

領使新的小組凝聚，重整的

小組順利進入更新的週期

裡，讓小組能發揮它應有的

功效。 

b.為教會各部門同工的服侍更

能得心應手禱告，願神使我

們事工運作能更加熟練。 

為深坑教會禱告 

a.2/15會員和會順利進行。 

b.三月起每週六上午的少年團

契事工求主引領，並有更多

的同工可以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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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函 

風過樹林 
陳光勝傳道師 

在一個沒有人聽過的森林裡住著一群快樂的小白鼠。這裡從來就沒有人知

道，所以也沒有人來過，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沒有破壞、沒有踐踏，只有滿地

的落葉與晚風的徐涼。小迪是這個森林村莊的一隻小小白鼠，他很喜歡到處去看

別人做事情，有時候他可以站在白伯伯的身後看著白伯伯啃樹皮，老半天也不離

開，白伯伯也從不理會小迪，吃著吃著吃飽了轉身就走了。 

小迪是個很喜歡看別人做事情的小小白鼠。喔喔！這個剛剛才提過，不過他

真的很喜歡就是看著別人做，只是看，就只有看，絕對不會插手也不會幫忙。因

為啊，他常說「一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絕對不能破壞新聞。“忠實”是一個新

聞記者的專業！」這倒是，論專業！可別看他的年紀小。在這個偌大的森林裡面，

大概沒有什麼事情小迪不知道的，就連小花偷偷的與小強去河邊約會，這種小事

也逃不過他的魔眼。什麼？這不算小事，好嘛，那麼小億把五顆石頭藏在大松樹

旁，這挺無聊的事情總該是小事了吧！這個也是小迪津津樂道的新聞呢！ 

這天一如往常的天氣不錯，只是太陽大了些有點難受。小迪拿著他心愛的水

煮蛋，邊舔邊啃的好不快樂。這水煮蛋平常是吃不到的，只有鼠軍防衛隊每個月

一次的捕食行動，才會從不知名的地方帶回來。小迪慢慢的吃著，深怕著一口吃

完就再也沒得吃了。他邊走邊吃，一路晃的就晃到了鼠光湖的旁邊。 

鼠光湖—一個老鼠們的天堂湖，尤其在吃飽的午後，懶洋洋的躺在湖邊大曬

日光浴，舒服的吹著微微的涼風，這簡直是”鼠生”的一大享受啊。只是今兒個

的湖邊好似並不寧靜，只聽有人大喊救命救命的，小迪這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當

然不會放過如此的呼喊聲，循著聲音來到了老柳樹的旁邊，一眼就看見不小心落

水的小蝶「救命啊！誰來救救我啊，噗魯噗魯，救…噗…命…魯…啊！」哎呀！

真是可惜，小迪手上沒有照相機，否則，他一定卯起來照了，只是也見小迪不急

不徐的拿出手邊的紙筆，一一寫下周邊的情形。只見小蝶快要沉入湖底，小迪的

筆更是振振不停，忽的的一聲“噗通”好似有什麼人跳進湖裡，這才把小蝶從死

亡的邊緣救了回來。大新聞啊！大新聞，豬小弟冒死救美人，這不頭條那就真的

沒有什麼叫做新聞囉。 

大家都知道小迪的個性，只是這回兒真是太過分了，雖然小迪說自己不會游

泳，跳下去也只是多隻死鼠而已，可是大家還是非常不能接受小迪如此自私的行

為。小迪的爺爺是村莊的長老之一，這回兒可就真不能放任小迪如此過分的繼續

下去，只是小迪一口的「一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絕對不能破壞新聞。“忠實”

是一個新聞記者的專業！」使得爺爺縱使氣得發抖，卻也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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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也奇怪小迪是該遭到討伐的，最少大部分的人都怎麼認為，但是仔細瞧

瞧這些來找小迪的人不但沒有指責小迪，事實上他們是來聽新聞的，小迪的新聞

絕不添加鼠工色素，乾淨自然就像第一道麥汁般的純淨，嗯！離題了，啊唷就很

寫實就是啦！不但寫實再配合小迪說書人的口才簡直就像是實況轉播一般，你以

為小迪會因為當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而失去朋友？才不呢！每天來找小迪的人可

是絡挹不絕！ 

小迪終於也要出書了，別以為老鼠們的世界是沒有文字缺少文化的，那是城

市老鼠給人的印象，在這不受污染的森林村莊裏，沒讀過書的老鼠稱不上老鼠，

只能算是“那隻、那個、你、這個作什麼的”，反正就不能用“鼠”這個字就對

啦。看過簽唱會的人對於接下來的描述絕不陌生，一群激動的小白鼠大聲呼喊著

小迪的名字，有鼠雙手各揮舞著小迪的新作“我們的過去”口裡大叫著，“小迪

我愛你！小迪加油！”。發表會的現場在鼠光湖邊，誰都知道，老柳樹上的枝條

是造勢最好的位置。倒是你不能不知道，整個村莊已經分成兩大派，而支持小迪

的鼠，可今天全放下所有的工作來支持他呢！ 

「關於這本書…」小迪終於開始說話了，在這許多的擁護者的圍繞下，小迪

可是把演講稿騰了又騰，改了又改的，這回兒要在眾人的面前發表自己的理想，

啊呀！有誰能像他如此的傑出呢！湖的左邊好像站著就是小迪心儀已久的小花，

小迪在枝條上移了一下位置，可是又好像不是，小迪又晃了一下腦袋，從帽子的

花樣看來應該是沒錯，可是她的頭一直不抬起來也實在很難確定。啊呀！那是小

建這可錯不了了，可是他在幹嘛？好像牽著小花的手，小迪伸長了脖子，小迪橫

踏了一步，小迪踏在空中‧‧‧‧ 

哇啊！小迪掉進湖裏了。 

大新聞大新聞！小迪掉進湖裏了，湖旁的所有鼠都議論紛紛了起來，誰也沒

料到會發生如此的事情，也沒有鼠膽就跳進湖裏拉小迪一把，只見有鼠大叫，鼠

群們竊竊私語的，大家期盼著奇蹟，而也真是奇蹟的小豬又出現了，當然他不會

讓小迪在水裏呆太久的，只是縱使如此，小迪卻也好似奄奄一息了，喔！不對！

小迪他已經……。 

村莊的分派很快就結束了，畢竟沒什麼值得堅持的事情，一切好似又回到了

之前的平靜。限量版的“我們的過去”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本，只是後面有一篇

補註的文筆看起來是差多了，它記述著小豬的第二次英勇事蹟。最重要的是末後

的兩行“曾經發生的叫事件，曾經努力的叫成果”成為這個村莊的訓示。 

謹守口與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災難 箴言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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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和平教會會員和會陪餐會員名單                        主後 2015年 01 月 30日修訂 

籍在、人在 

 A B C D E F G H I J 
1 于寶韜 吳宏恩 沈月蓮 林儀函 張中興 許宏成 陳思穎 黃河 趙涵潔 盧姝璇 

2 王乙珊 吳志宏 辛雅芬 林餘慶 張天香 許明基 陳恆順 黃玫珠 劉文欣 盧玲娟 

3 王士維 吳李雪美 卓絢玲 武茂玲 張心涪 許林華珠 陳昱文 黃奕翔 劉文玲 盧陳恆淑 

4 王小鳳 吳求森 卓璇慧 邱垂銘 張文哲 許信介 陳約劭 黃春怡 劉永文 盧榮芳 

5 王勻山 吳孟方 周幸華 邱惠鈺 張世安 許信允 陳美玲 黃玲珠 劉配君 盧叡 

6 王太山 吳宗翰 周明慧 邱彙雅 張世娟 許信忠 陳美晴 黃秋鳳 劉啟瑞 蕭亦裕 

7 王玉山 吳宛諭 周炘賢 邱誠佳 張世媛 許信貞 陳美瑜 黃美惠 劉國強 蕭如惠 

8 王志芳 吳延庭 周美玉 邱誠理 張生妹 許信裕 陳貞文 黃孫萍花 劉康鉞 蕭如雅 

9 王怡婷 吳怡芳 周瑞節 邱應生 張仲偉 許信燦 陳香伶 黃淑文 劉得鉦 蕭和美 

10 王易君 吳怡哲 周滿堂 邱寶瑩 張伯鈞 許美雲 陳翁春美 黃富源 劉陳秀英 蕭珊 

11 王盈臻 吳承恩 周德盈 施秀麗 張伯瑄 許哲誠 陳淇淐 黃瑞榮 劉雪琴 蕭家緯 

12 王挺安 吳俊緯 周靜瑜 施素娥 張克成 許素菲 陳淑貞(余) 黃詩雯 劉惠庭 蕭堅財 

13 王益章 吳俞萱 周寶秀 施麗月 張希如 許雪珠 陳淑琴 黃旗字 劉睿哲 蕭崑杉 

14 王偉華 吳奕辰 和光惠 柯權 張希帆 許媄捷 陳清山 黃慧光 劉錫恩 賴文儀 

15 王淑姿 吳宣瑩 林又青 洪新恩 張志仁 許朝貴 陳惠周 黃慧娟 劉聰德 賴信澤 

16 王雪枝 吳宥綾 林士洋 洪德生 張怡瑜 許瑋芳 陳舜蘋 黃慶堯 劉瀚方 賴恩慈 

17 王雪美 吳炤華 林子安 洪麗莉 張芳俊 許鄭寶桂 陳詞章 黃樂印 潘璦琬 賴恩儀 

18 王景春 吳炯德 林予平 胡智翔 張俊雄 連興潮 陳毓豪 黃毅遠 蔡妙惠 賴綉哖 

19 王智玉 吳夏語 林世光 胡菡容 張玲玉 郭心怡 陳群鈺 黃瑽寧 蔡和吟 駱美月 

20 王竣右 吳啟東 林以平 胡嘉琬 張貞惠 郭光輝 陳義芳 楊予光 蔡雨茵 繆昀 

21 王雲璇 吳愛顗 林光佑 苗元盈 張書銘 郭盈志 陳榮崇 楊予謙 蔡茂堂 繆昕 

22 王瑞貞 吳嘉軒 林吉郎 苗德立 張素椿 郭淑貞 陳德聖 楊仁傑 蔡淑慧 薛恂恂 

23 王道一 吳碧蓮 
林妍希
(1988) 

范恩惠 張淑婷 郭淑慈 陳鋒駿 楊玉嬌 蔡進國 薛惠惠 

24 王嘉偉 呂又慧 林杏芳 范筱婕 張翊倫 郭雪津 陳曉惠 楊伯威 蔡雅如 謝文寬 

25 王銘益 呂火輪 林足芳 范燕婷 張莉德 郭銘茹 陳蕭秀娥 楊邦良 蔣龍杰 謝宇琪 

26 王輝珍 呂因 林佩瑩 韋寶珠 張陳尊意 郭競文 陳錦慧 楊佩韘 鄧文惠 謝佳吟 

27 王證鼎 呂志清 林尚平 韋寶琴 張博瑞 陳子苡 陳禧瑩 楊瑞瑟 鄧文瑄 謝昀倫 

28 王證銘 呂美玉 林怡萱 凌忠華 張博誌 陳文子 陳韻之 溫秋菊 鄧阿華 謝欣恩 

29 王櫻蓓 呂英豪 林明姿 姬慈玲 張博銓 陳月冠 陳韻玲 溫重光 鄧劍敏 謝芬芳 

30 石素英 呂恩賜 林松奎 孫雪卿 張晴雯 陳月樺 陳獻堂 溫陳秀英 鄭后玥 謝政雄 

31 朱阿英 呂慧鳳 林芬遠 孫愛光 張雅玲 陳平祥 陳獻瑞 溫雪莉 鄭宏洋 謝敏圓 

32 朱淑芬 巫曾春鳴 林芷伊 孫綠美 張雅琇 陳正一 傅瑋俐 溫肇垣 鄭秀愛 謝鴻鈞 

33 朱惠美 李玉華 
林俊宏
(1996) 

孫蘭 張溫波 陳民樺 彭若涵 溫廣智 鄭明彥 簡文隆 

34 江立立 李立中 林垠庭 徐仁全 張維薇 陳光勝 彭楊月霞 葉雨恩 鄭明珠 簡恩義 

35 江吟香 李秀芹 林柯錦錠 徐玉鳳 張瑩瑩 陳如祥 彭譯瑩 葉謝惠美 鄭家偉 魏秀瑛 

36 江妤庭 李依龍 林英洲 徐格麟 張競文 陳吳彩鳳 曾以寧 葉瀛賓 鄭淑敏 魏震威 

37 江依倫 李承真 林根業 徐素情 曹木針 陳妍君 曾玉萱 董淑芬 鄭黃秋雪 羅盛麟 

38 江孟雯 李明貞 林素心 徐菊枝 曹純 陳妙瑛 曾林瑞椒 詹于慧 鄭睦瑛 蘇郁惠 

39 江柏顥 李易真 林高瑲麗 徐瑞敏 曹高碧霞 陳志偉 曾煥雯 詹秀勤 鄭維元 蘇浩承 

40 江堤莊 李俊佑 林惟庸 翁美雀 梁忠信 陳秀惠 曾豊鈞 詹紫雲 鄭維新 蘇真穎 

41 江婷婷 李婉琛 林淑蘭 翁國榮 梁信惠 陳育凱 黃千田 詹曉婷 鄭澄洲 蘇啟哲 

42 江豐盛 李婉瑜 林陳錦萱 馬浩鈞 梁恩傑 陳佩斌 黃文祈 詹穎雯 鄭燦然 蘇淑慧 

43 何主恩 李敏雄 林凱信 馬茹翎 梁篤信 陳依信 黃正琪 廖怡亭 鄭麗珠 蘇喜 

44 何俊傑 李敏萱 林博惠 高正吉 莊惠美 陳幸臣 黃永慶 廖婉珊 鄭麗雪 蘇慧娟 

45 何堅仁 李淑媛 林黃彩雲 高美女 莊璧華 陳怡帆 黃光慈 廖經平 黎育宣 蘇豔雪 

46 何堅信 李嘉明 林愛翎 高桂惠 許文輔 陳怡君 黃光薏 管菲菲 盧水來  

47 何淑珍 李翰 林楊玉枝 高雅怡 許主昌 陳明生 黃呈坤 趙恬 盧永濱  

48 何碩恩 李穗玲 林瑜琳 高瑞穗 許主欣 陳芳菲 黃杏月 趙盈智 盧亞德  

49 吳成吉 李懿純 林詩萍 商正宗 許主芳 陳芸芸 黃念謹 趙素堅 盧忠信  

50 吳宏安 杜宜真 林滿滿 商溫虔謙 許弘一 陳長伯 黃明仁 趙國玉 盧林厚子  

51 吳宏俐 杜冠儒 林翠玲 康主霖 許永基 陳勇愷 黃東偉 趙國光 盧玟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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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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茂毅 林秀蓮 胡氏玉 張愛堂 陳怡伶 黃嫈智 蔡慧君 

2 王仲菁 吳嘉樺 林忠諺 胡周書羽 張毓安 陳昌明 黃瑋德 鄧世蘭 

3 王仲儀 吳戴雪月 林芳治 胡敏慧 張碧合 陳俊鶯 黃瑟德 鄭桂芳 

4 王安雅 呂秀芬 林亭均 胡舒珊 張馨云 陳俐彣 黃詩婷 鄭梁秋纓 

5 王秀珊 呂依佳 
林俊宏
(1984) 

胡蜀衡 曹庭芳 陳冠語 楊泓愷 鄭惠霙 

6 王孟傑 
呂宛儒

(張秀雲) 
林家安 苗元紅 梁望惠 陳姮秀 楊美淑 鄭超睿 

7 王怡慧 呂逸雯 林悅岑 苗榕方 莊子緣 陳柏良 楊祖欣 鄭雅婷 

8 王亮云 宋重生 林瑞輝 范敏雪 許玉青 陳泰丞 楊淑媛 鄭維榮 

9 王奕琪 李文賓 林聖勇 徐丁秀純 許邱魏惠姬 陳真言 溫星惠 鄭燕瑜 

10 王家琪 李伯良 林裕民 徐子雯 許信欽 陳婉茹 葉以琳 盧洲國 

11 王書婷 李佩琪 林詩馨 翁士傑 許秋璧 
陳淑貞

(許) 
葉崇嶽 蕭怡真 

12 王清秀 李宛璇 林榮堅 翁成韻 許郁文 陳惠美 葉惟一 蕭舜友 

13 王剴鏘 李宛儒 林熙哲 翁秀貞 許耕榕 陳菡柔 葉惟真 蕭曉芬 

14 王智璿 李承潔 林學庸 荒牧春 許慈愛 陳雅芳 葉淑鈴 賴文慶 

15 王瑞旺 李旻諺 林應穩 袁明豪 許瑞峰 陳絹 葉湧恩 賴百莉 

16 王維敏 李秋娟 邱美玲 高心怡 許夢周 陳碧蘭 董永春 賴廷漳 

17 王鍾山 李致瑩 邱素真 高楊麗雲 許銘軒 陳緯武 董倫賢 賴怡君 

18 田豐肇 李晶晶 邱錦榮 偕雅筑 許戴惠美 陳諺玟 詹正行 賴俐君 

19 白馥禎 李廣韻 姜素貞 商佑君 連育宏 曾以恩 詹秀娟 賴姵汝 

20 江映帆 李數慧 施怡安 康乃月 郭文媛 曾昭瑞 靳元良 戴宇志 

21  杜宗吉 施婉菁 張永龍 郭志灝 游素秋 趙心瑜 戴佑龍 

22 何林碧琳 杜詩婷 施義興 張米利 郭芝瑜 湯宜婷 趙厚芬 薛淑卿 

23 何靜芝 沈嘉琪 洪司桓 張炳陽 郭彥麟 黃千惠 趙劉蕊瑛 謝東廷 

24 何靜美 周信孝 洪秀德 張美珠 郭麗瑛 黃文瑛 劉志忠 羅月美 

25 何靜虹 周奕如 洪美娟 張郁昇 陳一聰 黃玉燕 劉沐祈 羅忞婷 

26 余曉安 周彥宏 洪英俊 張倩予 陳尹甄 黃奇吉 劉翎端 蘇玟昕 

27 吳幸鴻 周鳳美 洪婕馨 張益蘋 陳心妤 黃宗振 劉惠坪 蘇靜飛 

28 吳忠燁 周瀚寧 洪瑞恬 張國維 陳可嘉 黃信雄 潘錫安 龔雅欣 

29 吳玟樺 林之馨 洪瑞嫻 張雅羚 陳立剛 黃思惠 蔡五妹  

30 吳昭萱 
林妍希
(1963) 

洪曉萍 張雅婷 陳名音 黃泰元 蔡玉萍  

陪餐會員總數：742人。 

(籍在、人在：504，籍在、人不在：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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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cts.pct.org.tw/laws/bylaws.asp?keyword=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規則
http://acts.pct.org.tw/laws/bylaws.asp?keyword=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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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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局劃撥帳號：50037053 
約翰館奉獻專用帳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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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頁)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65,489 
幼幼  410 
幼主  555 
小計 66,454 

月定奉獻 
040042 200  
070090,080116,080140 500  
070250,080003,080072,080197 
080198,080209,100050,110109 
110167,110302,113099,190015 

1,000  

060006,080166,110018,110290 2,000  
110052,110139,110415 3,000  
140003 3,500  
140078 4,000  
070005 5,000  
090087 6,500  

 

050021,130005 7,000  
040051,070016,080149 8,000  
110145 10,000  
090012 15,000  
113096 20,000  
小計 132,700 

感恩奉獻 
040079,130083,170059 500  
040071,070220,100068 1,000  
140074 2,000  
110081,190020 3,000  
小計 12,500 

約翰館 
130058,110436 100 
060001 200  
130093 248  
080210,170058 300  
110135 400  
兒童主日學 499  
130095,150065,170046,有志 500  
110437 600  
040045,060009,110028,110061 
130019,140078,150081 

1,000  

080197 1,200  
080166,090012,110087,120050 
150006 

2,000  

080023,113074,150088 5,000  
080211,110139 10,000  
170033 12,000  
小計 69,947 

為宣教(宣道)事工 
120020 300 
040071 2,000 
小計 2,300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140031 1,000 
080023 5,000 
小計 6,000 

甘泉小組 
113074 1,000 

林盛蕊獎學金 
170005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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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館認獻(2014/1/1~2015/1/30) 

項目 人數 合計金額 
小額長期奉獻 

2014 100 180,770 
2015 20 30,300 

總計 120 211,070 
大額一次獻貸 

一次奉獻 17 2,780,000 
先貸後獻 9 4,100,000 
*無息借款 15 12,600,000 

*無息借款還款時間為超過 2015.6.3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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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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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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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30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1/5 轉帳 110025 10,000 
1/30 轉帳 080014 12,000 

約翰館-先貸後獻 
1/29 轉帳 080018 500,000 

約翰館奉獻 
1/29 現存 080212 20,000 
1/29 匯款 120082 150,000 
1/30 轉帳 0800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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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052 台北富邦 12,000 
1/28 *44100 彰銀約翰館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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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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合計 

第二堂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311 
506 

第三堂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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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樓禮拜堂  4 02/08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09：50 一、三樓禮拜堂 謝敏圓長老 24 02/08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許素菲執事 13 02/08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蔡維倫牧師 35 02/05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08：45 1F01 分享 18 02/08 

成人團契 主日 08：50 B101 讀書會 30 02/08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3 02/08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2 專題/蔡茂堂牧師 23 02/03 

夫婦團契 主日 13:30 B1 配膳室 DIY 家事皂  02/01 

夫婦團契 獻詩前二週六 19:30 2F02 練詩 20 04/18 

夫婦團契-依一家 每月一次 1F01 王道一執事  2 月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小組聚會 35 02/06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查經 10 02/07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信仰活動 25 02/07 

小 

 

 

 

組 

 

 

 

 

聚 

 

 

 

 

會 

腓立比小組 

主 

 

 

 

 

日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12：30 
6M04 陳詞章執事  02/01 

腓立比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1：30-14：00 
6F05 謝敏圓長老  02/08 

喜樂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0:00-11:30 
7F03 林瑜琳執事  02/01 

喜樂讀經小組 
每月第 2、4 週日 

10:00-11:30 
7F03 繆芊苔弟兄 11 02/08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6M01 林英洲長老  02/08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13：30 
7F03 王淑姿姐妹  02/08 

恩惠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2:00 6F01 蔡妙惠姐妹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週二 10：00 出遊 賴恩慈執事 14 03/10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B203 陳群鈺姐妹 10 02/03 

安得烈 

VI-A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二 

19：30-21：00 
B101 溫秋菊執事 8 02/10 

長輩小組 

週 

 

三 

每隔週週三 09:30 2F02 趙國光長老  02/04 

醫師小組 
每月第三週三 

20：00 
B101 林凱信弟兄  03/18 

恩慈小組 單週三 19：30 張瑩瑩執事診所 張瑩瑩執事 6 02/04 

安得烈 

VI-B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三 

19：30-21：00 
1F02 周幸華姐妹 7 02/11 

安得烈 

V 小組 
週 

 

五 

每月第 1、3 週五 
19：30-21：30 

B203 陳群鈺姐妹 8 02/06 

K.B.小組 週五 10：00 2F02 讀經/王雪枝長老 16 02/06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8：30 
組員家 盧永濱弟兄  02/06 

Bike 小組 
每月一次週五 
19:30-21:00 

1F01 林根業弟兄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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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聚

會 

客家小組 
週 

 
六 

每月一次週六 
10:00-11:00 

6F01 何堅仁長老 7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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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03/28 

Quest 小組 
每月最後週六 

上午 09:00-11:00 
B202 蔡茂堂牧師 10 03/07 

主

日

學

．

查

經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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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2/01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12小14大 02/01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1 手足之愛 17 02/01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 禮拜堂 手足之愛 31 02/01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6F05  13 02/01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週主日 

08：45-09：45 
6F03 高正吉長老  02/08 

婦女查經班 週四 10：00 張雅琇長老家 約翰壹書  02/05 

創世記查經班 
每月第三週 

週六 09:00 
5F 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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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02/01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約翰館 范恩惠傳道 23 02/03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三、四樓禮拜堂 趙恬姐妹  02/07 

提摩太敬拜團小組 
每月第三週日 

13：30-15：00 
B204 羅達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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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上課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09：30 2F02 陳錦慧執事  03/05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亁美穗子姐妹 7 03/04 

繪畫班 週三 09：30 1F01 張素椿姐妹 13 03/04 

繪本時間 週五 13:30-15:00 繪本館 張素椿姐妹 19 03/06 

插花班 週五 19:00-21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16 02/06 

F .M.媽媽小組 週五 09：30 1F01 沈月蓮執事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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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陳美瑜 劉錫恩 謝宇琪 李穗玲 王乙珊 郭銘茹 楊琴朱 黃詩雯 李佳容 黃雅文 楊予謙 

02/08 吳雅真 吳雅真 陳依信 王乙珊 林翠玲 王雪美 林雪錦 許主欣 魏士傑 闕月清 黃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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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主 

 

日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第 一 堂 第 二 堂 第 三 堂 

禮 拜 招 待 
組長-張貞惠 

陳妙瑛、蘇慧娟 

組長-高桂惠 

盧永濱、江豐盛 

楊嘉林、蔡宜真 

組長-謝敏圓 

李岳儒、許宏成 

新朋友關懷 王雪枝、張淑琴 鄭維新、張世娟、翁春美 吳嘉軒、吳怡哲 

影 音 組 長 仲容耕 林根業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張中興、張翊倫 李憲明、墜添成 林又青、墜添成 

投 影 王恩旭 趙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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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信裕 見 證 陳光勝 

02/08 

 

 

主 

 

 

日 

下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第 一 堂 第 二 堂 第 三 堂 

講 道 蔡茂堂牧師 

司 會 張博銓 陳惠周 許素菲 

司 琴 陳美瑜 周靜瑜 青契敬拜團 

領 詩  簡文隆 青契敬拜團 

獻 詩 吳雅真 撒母耳樂團 青契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組長-陳舜蘋 

曹  純、葉嫦懿 

組長-林芷伊 

劉文玲、邱寶瑩 

王淑姿、吳宏恩 

組長-吳明珊 

周晉瑋、吳嘉軒 

新朋友關懷 賴恩慈、吳如香 蕭亦裕、溫重光、溫陳秀英 王薇芬、李婕妤 

影 音 組 長 仲容耕 林根業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廖小柚、墜添成 墜添成、吳炯德 墜添成、呂英豪 

投 影 丁于珊 阮姮娘 青契敬拜團 

愛 餐 夫婦團契 3 、4 家 預備組長：林士洋 恢復組長：王薇芬 

禱 告 侍 奉 陳惠周 見 證 黃樂印 

禮拜地點：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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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牧 師 ：  蔡茂堂 2394-7665 tsai@hoping.org.tw 

準主任牧師：  蔡維倫 0921-246-055 weilun992014@gmail.com 

成 人 牧 師 ：  何淑珍 0933-632-239 jane1910@gmail.com 

裝 備 牧 師 ：   石素英 0952-332-347 christihoping@gmail.com 

青 年 傳 道 ：  陳光勝 0937-929-001 kongseng1102@gmail.com 

    教會電話：2351-0087     手機請撥：0986-023-560     傳真：2351-0118 

地    址：10649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 巷 9號 

網    址：www.hoping.org.tw         E-mail：admin@hoping.org.tw 

 

http://www.hoping.org.tw/
mailto:admin@hop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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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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2月01日 

NO.1617 

傳承(Passing On) 
主講：蔡茂堂牧師 

【講道大綱】 

I. 引言：寒冬玫瑰的故事 
(The Winter Rose Story) 

II.摩西傳承約書亞 
(Moses Passed On To Joshua) 

1.肚量：摩西盼望百姓都受靈感 
(民 11:28-29) 

2.爭戰：約書亞與亞瑪力人爭戰 
(出 17:9-10) 

3.承傳：摩西上西乃山領受石版 
(出 24:12-13) 

4.烈怒：摩西見金牛犢摔碎石版 
(出 32:17-20)  

5.會幕：摩西與耶和華當面對談 
(出 33:9-11) 

6.勇敢：約書亞與迦勒力挽狂瀾 
(民 14:6-9) 

7.傳承：摩西將領袖的職份交棒 
(民 27:15-20) 

III.巴拿巴傳承保羅 
(Barnabas Passed On To Paul) 

1.榜樣：勸慰子賣田產與人分享 
(徒 4:34-37) 

2.接納：願冒險推薦掃羅給使徒 
(徒 9:26-27)  

3.栽培：邀掃羅一起教導安提阿 
(徒 11:25-26) 

4.宣道：與掃羅被教會差派宣道 
(徒 13:2-3) 

5.退隱：從帕弗開始保羅成領袖 
(徒 13:7, 13)  

6.爭執：為栽培馬可與保羅分手 
(徒 15:37-41)  

7.受教：在安提阿接受保羅指責 
(加 2:11-13) 

IV.屬靈的功課(Spiritual Lessons)  

1.領袖的寬宏大量 
(民 11:29; 徒 15:37; 路 9:49-50) 

2.領袖的神賜慧眼 
(民27:18;徒9:13-16,27;路6:12-13) 

3.領袖的軟弱失敗 
(出 32:19;民 20:10-12;加 2:11-13; 
太 26:37-38) 

4.領袖的謙卑受教 
(民12:1-3; 加2:11-13; 腓2:5-8) 

V. 結論： 
誰是你的巴拿巴？ 
誰是你的提摩太？ 
(提後 2:2) 

【默想】 

1.你從摩西傳承約書亞學到哪些屬
靈功課？ 

2.你從巴拿巴傳承保羅學到哪些屬
靈功課？ 

3.保羅的巴拿巴與提摩太有哪些屬
靈功課？ 

【金句】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
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 

提摩太後書二章 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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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傳承(Passing On) 

經文：提摩太後書 2:2 

主講：蔡茂堂牧師 

時間：二０一五年一月四日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 2015 年第一次主日禮拜，我們要

對人說：「新年恭喜主恩滿溢。」而不是恭喜

發財紅包拿來，因為上帝的恩典比紅包好用，

沒有副作用而且用不完。上帝的恩典滿溢，滿

就要給別人，溢的意思就是與人分享。 

今年的主題是「傳承 Passing on」，既然

是傳承，就有人要「傳」有人要「承」。但是，

要傳什麼？要承什麼？今年六月我將從和平

教會退休，因此大部份的人應該認為，傳承就

是將和平教會主任牧師的職份傳給蔡維倫牧

師。如果是這樣，我只要私下與蔡維倫牧師交

接就好，何需在講道中提這件事。準備講章

時，上帝讓我領受，對和平教會而言，我要傳

的不只是主任牧師的職責，而是耶穌交代給門

徒的使命，亦即栽培門徒的使命。 

耶穌復活升天以前曾給門徒一個大使

命，「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這就是大使命，指的是怎樣栽培門徒。保羅清

楚知道栽培門徒還不夠，還要栽培能栽培門徒

的門徒才夠，所以在提摩太後書中，保羅詮譯

出大使命的意義，「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

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

人。」(提後 2:2)。教訓、交託、教導，從保

羅、提摩太，可以看到忠心教導別人的人及被

教導的人，所以好的傳承，會是好幾代、好幾

代的傳承。 

耶穌基督所帶的 12 個學生，其中猶大自

殺，剩下十一個。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人

並不是很理想的門徒，但是他們從耶穌領受了

大使命後，真的傳承下去。所以，今天才會有

和平教會，我們才有機會成為基督徒。反觀我

們自己，已經找到可以傳承的對象嗎？你信上

帝有幾年了？有傳承過嗎？如果有，那麼福音

才能代代相傳。所以，傳承的意義是傳承栽培

門徒的使命。 

I.引言：寒冬玫瑰的故事 

2008 年 12 月 21 日教會舉行聖誕禮拜，

主題是「寒冬的玫瑰」。從來沒有想到藉著這

「寒冬的玫瑰」，上帝讓我在和平教會得以有

所傳承，以下是周幸華姐妹的分享： 

各位兄姊平安，我是安得烈 6B 小組的小

組長周幸華。三十幾幾年前我讀基督教小學，

金髮碧眼的帥哥宣教士常常教我們唱「愛的真

諦」。多唱幾次愛的真諦，好像也被感動了，

心中常想是誰這麼會寫歌詞，只是小學畢業

後，這些事都忘了一乾二淨。時光飛逝，6 年

前我著騎腳踏車尋找離家近的教會，沒想到巷

子一轉就有一間寧靜優雅的和平教會。，我在

教會的書報櫃中挑了幾份週報回家看，其中有

一份蔡茂堂牧師「寒冬的玫瑰」講道大綱非常

吸引我，於是照著週報上的網址上和平教會的

網站看蔡茂堂牧師「寒冬的玫瑰」講道，果然

很好看。之後就隨機看了蔡牧師的講道集，發

現其中「愛的系列」很好看，愈看愈好看罷不

能，熬夜把「愛的系列」一口氣看完，讀完後

的感想原來愛的學問這麼大，怎麼以前我都不

知道，於是我就到和平聽蔡茂堂牧師講道。

2009 年 3 月 15 日是我參加和平教會第 2 次

主日，主日禮拜後又到書報櫃尋寶，不知是偶

遇還是巧合，蔡師母就站在書報櫃旁與人交

談，蔡師母大概是好奇我在翻箱倒櫃找什麼

吧，我們交談了起來。我告訴蔡師母我有一些

問題，蔡師母很認真聽並告訴我可以寫e-mail

問蔡牧師。2009 年 3 月 18 日蔡牧師、蔡師

母，與我面談討論我的問題，結束時帶我做決

志禱告，從決志到受洗，一路上都是蔡師母陪

伴我，回答我的疑難雜症。2009 年 6 月我受

洗了，如果你問我為什麼這麼快就決定受洗，

我的思考邏輯很簡單，如果沒有上帝，那受洗

也沒差；如果有上帝，我就賺到了。受洗之後，

在週報上看到一則安得烈小組第二梯次徵組

員啟示，加入的條件是已受洗的基督徒。雖然

我才剛受洗，但是我很想跟蔡師母同一個小

組，就鼓起勇氣打電話給蔡師母詢問加入小組

的可能性，溫柔善良的蔡師母是不會拒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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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加小組的第一天，蔡牧師問候組員的第

一句話就是，你知不知道加入這個小組要自己

帶一個福音朋友來參加嗎？當下我愣了一

下，但是馬上想到我認識的基督徒用 5 根手指

算都算不完，認識的福音朋友隨便就一把抓，

無論如何我已經決定一定要跟蔡師母同一

組，因此就馬上回答我有福音朋友，從此就開

始陪伴福音朋友的旅程。 

加入安得烈第二梯次小組，就是很幸福的

被蔡牧師、蔡師母及小組員們陪伴，自己卻不

知道怎麼陪伴人，只能傻傻地陪伴我的福音朋

友。眼光從只看自己、只顧自己的事，漸漸轉

向別人，學習注意與關心福音朋友的需要，開

始認識真理學習彼此相愛。瞎眼得看見，原來

基督教就是要愛上帝、愛人。進入安德烈第三

梯次，最大的壓力就是要找到一個願意跟我到

小組的福音朋友，而努力尋找就尋見，陪伴第

一個福音朋友受洗。在這一梯次中，小組一同

陪伴 7 個福音朋友受洗，有 5 個受洗的福音

朋友都是因為信靠上帝而有從生命低谷中歡

樂走出來的見證。有如雲彩般的見證圍繞著我

們，讓我信心大增，同享得救的喜悅，我決定

在下一梯次繼續學習當小組長。聖經記載：「我

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

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太

16:18)，上帝入侵撒但的門救出人。安德烈第

四梯次，陪伴受白血病再發之苦的姐妹受洗，

陪伴因乳癌過逝淑珠姐的兒子受洗，讓我深深

體會，救恩能勝過陰間的權柄。另一方面，因

為自己還沒有經歷上帝，有時我會想把自己寶

貴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上帝有點傻，可是我怎麼

看、怎麼觀察都不覺得蔡牧師是有點傻的人，

蔡師母又那麼有愛心，上帝是愛，愛是一門學

問。真的有蔡牧師、師母所愛的上帝嗎？我還

要再學習當下一梯次的小組長嗎？因為陪伴

一群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當猶豫的時

候，已經進入下一梯次安得烈第六梯次 B 小

組。 

2014 年 8 月住在台中的哥哥打電話告訴

我，九十歲的爸爸轉到加護病房情況並不樂

觀。爸爸隔日轉安寧病房之後醫生停止打升壓

劑，這時爸爸的生命近入最後階段，停打升壓

劑之後的告別，哥哥們都忍不住大哭，我也大

哭。正忍不住要歇斯底里大哭的時候，我在心

中禱告，當念到主耶穌時就有一股力量在胸前

幫助我沒有崩潰，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麼主耶穌

要幫助我不崩潰，之後我明白為什麼，因為大

家崩潰後去睡覺的這段時間，我有七個小時握

著爸爸的手禱告。我反覆背詩篇 23 篇再加上

我自己的禱詞，反而有體力陪伴爸爸在人世間

的最後幾個小時為他禱告。真是感謝主耶穌的

恩典，從此主耶穌再也不是蔡牧師、蔡師母的

上帝，而是我的上帝了。 

回顧參加安得烈小組這六個年頭，我有與

上帝同工的樂趣、有上帝同在的平安，初信之

時就蒙上帝恩典加入安得烈小組，蔡師母是我

在平和教會認識的第一個朋友，經過這六年的

小組生活，蔡師母已變成與我一起哭、一起

笑，亦師亦友的最好朋友，蔡牧師是我最敬愛

的神學導師，他們更是我學習愛上帝、愛人的

榜樣。以上是發生在我身上的奇異恩典，真的

很甘甜，我很感謝蔡牧師、蔡師母用發生在他

們身上的奇異恩典來陪伴我，我相信在座的每

一位信上帝的兄姊都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奇

異恩典，你是不是願意來陪伴尚未信上帝的朋

友經歷奇異恩典，請來加入安得烈小組一起來

經歷一群人的奇異恩典，謝謝大家。 

從她的分享，我們知道傳承需要長時間的

陪伴。一直到今年，我回過頭看才發現，我傳

承給她了.現在的她願意去陪伴別人，她成為

上帝的門徒。 

II.摩西傳承約書亞 

聖經中有二個傳承的故事，第一個是摩西

傳承給約書亞。 

1.肚量：摩西盼望百姓都受靈感 

當時離開埃及在曠野的以色列人，只能吃

嗎哪度日。他們抱怨嗎哪沒有滋味不好吃，要

吃好吃的。於是上帝給他們鵪鶉肉吃，之後上

帝審判他們。發生這些種種的事情，令摩西覺

得帶領這群人真的很麻煩，還不如死了好。因

此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找七十位長老來，我

會把聖靈給他們，他們就可以幫助你，你就不

會自己一個人扛的那麼辛苦。」當這七十位長

老來到會幕前集合，準備與摩西一起領受聖靈

時，有二位長老仍待在自己的營裡未出現。以

致上帝降下聖靈時，這二位還在營裡的長老，

也被聖靈充滿，開始講預言，這二位長老是伊

利達及米達。約書亞看到立即對摩西說：「這

二位長老不按照規矩，怎麼可以被聖靈充滿

呢？怎麼可以說預言呢？我去禁止他們。」這

時摩西對約書亞說：「你為了我嫉妒嗎？我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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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帝把聖靈給所有的人，我寧可所有的人都

受聖靈感動。」「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

亞，就是摩西所揀選的一個人，說：「請我主

摩西禁止他們。」摩西對他說：「你為我的緣

故嫉妒人嗎？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

話！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民

11:28-29)」摩西展現了一個能夠傳承的人的

肚量，他不會把上帝給他的恩典，像寶貝似的

抓在懷裡。有這樣肚量的人才有辦法完成傳

承，因為他樂意見到別人同得上帝的恩典。 

2.爭戰：約書亞與亞瑪力人爭戰 

在與亞瑪力人的爭戰中，摩西對約書亞

說：「你帶兵打戰，我帶拐杖到山上為你們禱

告。」當摩西在山上舉手禱告時，舉久了手發

痠，不知不覺地垂下來。手一下垂，約書亞就

打輸，手舉起來，約書亞就打贏。所以最後上

帝差遣亞倫與戶珥，撐住摩西的左右手，直到

約書亞打勝仗。藉此約書亞學習到，爭戰有二

個面向，一是與人短兵交接的爭戰，一是眼看

不見屬靈的禱告。「摩西對約書亞說：『你為我

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瑪力人爭戰。明天我手

裏要拿著上帝的杖，站在山頂上。』於是約書

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人爭

戰。摩西、亞倫，與戶珥都上了山頂。」(出

17:9-10)。 

再者，約書亞跟摩西是一個團隊，亞倫、

戶珥、摩西又是另一個團隊，可見傳承的服侍

需要團隊。帶領人成為耶穌的門徒，不一定要

參加安得烈小組，很多機構傳福音都是一對一

陪伴。為什麼和平教會要採用小組，而不是一

對一呢？因為在一對一的傳福音中，萬一你遇

到瓶頸、困難，就無法再往前進。而小組的好

處是，當你有問題時，其他的小組員可以幫助

你，如果自己的狀況不好時，有小組員可以為

你禱告。所以傳福音、帶門徒，用團隊的方式

應該比較理想，由一團人去帶領另一團人做上

帝的門徒，這是從摩西跟約書亞與亞瑪力打仗

時，他們團隊服侍讓我們學到小組的力量。 

3.承傳：摩西上西乃山領受石版 

摩西傳給約書亞的不是神學理論、人生經

驗，而是耶和華啟示給他的東西。當約書亞陪

同摩西一起到山上，摩西在山上領受上帝啟示

的「二塊石版」。摩西所傳的是從上帝來的，

必須先從上帝那裡領受才能夠傳下去，這是

「承傳」。承傳，是從上帝領受再傳給上帝的

百姓。而約書亞跟著摩西在山上領到上帝的石

版，所以約書亞也知道承傳是先承接上帝的信

息，再把福音傳給需要的人。「耶和華對摩西

說：『你上山到我這裡來，住在這裡，我要將

石版並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

教訓百姓。』摩西和他的幫手約書亞起來，上

了上帝的山」(出 24:12-13)。 

4.烈怒：摩西見金牛犢摔碎石版  

但是，當摩西下山見到以色列人已經敗

壞，並且跪拜金牛犢時，生氣地把二塊石版摔

碎在地上，在他身邊的約書亞，完全體會摩西

也有烈怒的脾氣。「約書亞一聽見百姓呼喊的

聲音，就對摩西說：『在營裏有爭戰的聲音。』 

摩西說：『這不是人打勝仗的聲音，也不是人

打敗仗的聲音；我所聽見的乃是人歌唱的聲

音。』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看見人跳

舞，便發烈怒，把兩塊版扔在山下摔碎了，又

將他們所鑄的牛犢用火焚燒，磨得粉碎，撒在

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出 32:17-20)。這

次的生氣，上帝並沒有責怪摩西。但是摩西第

二次因為百姓求水喝生氣，卻導致上帝不讓他

進迦南地。可見，上帝的僕人也會軟弱，並不

是百分百完美的人。 

5.會幕：摩西與耶和華當面對談 

摩西能夠成為上帝的僕人有一秘訣，就是

摩西有一個小會幕，那是他與上帝親近的地

方。當摩西進會幕的時候，雲柱就降下來。聖

經說耶和華和摩西說話，就像和朋友講話一

樣，是面對面說話。「摩西進會幕的時候，雲

柱降下來，立在會幕的門前，耶和華便與摩西

說話。眾百姓看見雲柱立在會幕門前，就都起

來，各人在自己帳棚的門口下拜。耶和華與摩

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摩西

轉到營裡去，惟有他的幫手一個少年人嫩的兒

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出 33:9-11)。會幕

是摩西得到力量的秘訣，是摩西與上帝面對面

的地方，約書亞從摩西的身上學到，要當上帝

的僕人，必須要和上帝保持親密的關係，好像

朋友一樣。 

6.勇敢：約書亞與迦勒力挽狂瀾 

摩西所傳承的約書亞是一很勇敢的人。當

他們快進到迦南地的時候，摩西就派約書亞和

十個探子去探查。十個探子看到的是敵人高頭

大馬非常強悍；而約書亞和迦勒看到的卻是上

帝的恩典。同樣看到上帝所應許的迦南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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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卻不相同。那十個探子說服以色列百姓，不

要去冒險，應當留在埃及，而約書亞和迦勒卻

持不同意見，為此兩人差點被人用石頭打死。

這樣的結果，造成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曠野流

浪四十年，最後，只有約書亞和迦勒帶領新一

代的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面對陌生的迦南

地， 約書亞和迦勒看到的是上帝的應許、恩

典，而另外十個探子看到的卻是危險，這顯現

約書亞與迦勒非常勇敢。「窺探地的人中，嫩

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

服，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

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

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

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

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

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

在，不要怕他們！』」(民 14:6-9) 

7.傳承：摩西將領袖的職份交棒 

當摩西服事的日子要結束的時候，就對上

帝禱告說：「上帝啊！必須再立一個領袖帶領

這一批人進迦南地。」上帝告訴他那人就是約

書亞，讓摩西把帶領以色列人的職份傳承給約

書亞。所以，是摩西禱告，上帝揀選，最後完

成傳承。「摩西對耶和華說：『願耶和華萬人之

靈的上帝，立一個人治理會眾，可以在他們面

前出入，也可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華對摩西

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

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

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又將你的尊榮給他

幾分，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 (民

27:15-20) 

III.巴拿巴傳承保羅 

第二個傳承的榜樣，是新約裡的巴拿巴，

他把傳福音和帶門徒的使命傳承給保羅。 

1.榜樣：勸慰子賣田產與人分享 

巴拿巴還沒有作傳福音的工作以前，已是

一位樂意奉獻的人。當時教會有很多弟兄姊妹

在經濟上發生困難，有些有錢人把自己的田產

賣了捐出來幫助他們，巴拿巴就是其中一位。

他真心奉獻，所以他又被稱為勸慰者。「內中

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

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

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有一個利未人，生在

塞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他

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徒 4:34-37)。 

而在教會裡有另一個弟兄，名叫亞拿尼

亞，他擔心如果把財產全部都奉獻出去，等到

老的時候沒有人照顧怎麼辦，所以留下一點點

當老本。彼得對亞拿尼亞說：「你為什麼這樣

呢？為什麼要沽名釣譽呢？」他這樣的行為最

後招致上帝的審判。像巴拿巴這樣真心歡喜將

所有奉獻，是一個很有愛心的榜樣。 

2.接納：願冒險推薦掃羅給使徒  

掃羅在大馬士革抓基督徒時，耶穌從天上

用大光照他。當掃羅被光照回轉後，就急著回

到耶路撒冷，希望得到耶路撒冷教會的接納，

但是沒有人相信他是真的悔改，沒有一個使徒

相信他。聖經說，整個耶路撒冷教會惟有巴拿

巴，相信掃羅真心悔改並接納他。巴拿巴沒有

懷疑掃羅，願意與他作朋友，並且把他推薦給

使徒，甚至巴拿巴把傳福音的使命傳承給掃

羅。「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他

們卻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惟有巴拿巴接待

他，領去見使徒，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

怎麼向他說話，他在大馬士革怎麼奉耶穌的名

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徒 9:26-27) 

3.栽培：邀掃羅一起教導安提阿 

雖然巴拿巴接納掃羅，使得他沒有被趕出

耶路撒冷，但大家仍舊不敢讓掃羅站講台、帶

領敬拜。所以掃羅鬱鬱不得志，只能回到大數

老家。沒想到上帝把福音帶到安提阿，耶路撒

冷教會決定派巴拿巴去安提阿，了解那裡福音

傳遞的狀況，以及幫助建立安提阿教會。到了

安提阿，巴拿巴發現福音已傳開了，但是需要

栽培這些剛信上帝的民眾。所以他不辭千里迢

迢地從安提阿到大數，邀請掃羅到安提阿一起

教導弟兄姊妹。因此在安提阿，門徒開始被稱

為基督徒。「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找著了，

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

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

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 11:25-26) 

4.宣道：與掃羅被教會差派宣道 

巴拿巴和掃羅將安提阿教會帶領的很

好。但是他們在禁食禱告時，聖靈清楚地說，

要差派巴拿巴和掃羅出去宣教。所以，巴拿巴

不只陪掃羅在教會培育基督徒，還陪掃羅做拓

荒植堂的工作。由此可見巴拿巴對掃羅是全面

的栽培，不只在教會牧養，也可以到外面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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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

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

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

發他們去了。」(徒 13:2-3) 

在此鼓勵兄姐參加和平教會的禱告會。在

禱告中，上帝會讓我們明白，不是只有把和平

教會經營好，而是應該出去宣道。教會不是上

帝的目的，宣道才是上帝的目的，帶人做門徒

才是上帝的目的。你們要參與這樣的使命，而

不是只接受牧養，更要進而參與宣道。 

5.退隱：從帕弗開始保羅成領袖 

巴拿巴帶著掃羅搭船來到故鄉居比路，當

地的方伯士求保羅希望可以聽巴拿巴和掃羅

講道。但是一位當地的傳統宗教者以呂馬，不

希望他們傳道，所以就常常搗蛋。不勝其擾之

下，掃羅對以呂馬說：「我要讓你看不見。」

接著以呂馬真的看不見。這場屬靈的爭戰，讓

士求保羅大開眼界，相信基督教這個宗教真的

很厲害。 

自此巴拿巴發現，掃羅講道、佈道比自己

還好。但是，巴拿巴並沒有因此感受到威脅，

反而樂意地把宣道隊隊長的職務讓給掃羅。可

見，一個好的領袖，面對一個更好的領袖人選

時，是願意讓賢，自己退下來當副手。「這人

常和方伯士求保羅同在。士求保羅是個通達

人，他請了巴拿巴和掃羅來，要聽上帝的道。」

(徒 13:7)「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來到

旁非利亞的別加，約翰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

冷去。」(徒 13:13) 

6.爭執：為栽培馬可與保羅分手 

巴拿巴將掃羅又稱為保羅，栽培成為領袖

之後，巴拿巴還想再栽培另一個，就是馬可。

一開始保羅和巴拿巴帶著馬可出去佈道，沒想

到在半路馬可就放棄，跑回耶路撒冷。這令保

羅很生氣，但是巴拿巴卻希望可以再給馬可一

次機會，兩人因此事意見不同，以致分道揚

鑣。結果巴拿巴帶著馬可到居比路，而保羅選

擇西拉去了敘利亞的基利家。這點顯示在傳承

當中也會有爭執，會有不同的看法。「巴拿巴

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但保羅因為馬

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去做

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於是二人起了爭論，

路斯去；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蒙弟兄們

把他交於主的恩中。他就走遍敘利亞、基利

家，堅固眾教會。」(徒 15:37-41)。 

7.受教：在安提阿接受保羅指責 

巴拿巴先前雖然是一個帶領者，但還是有

他的軟弱。先前他和掃羅在耶路撒冷為外邦人

爭取到不用行割禮，也可以成為教會的人。但

是仍有些猶太人覺得無法接受和沒有行割禮

的人一同飲食。 

安提阿教會是個外邦人很多的教會，當彼

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會時，他們與未受割禮

的人同飲食。可是一聽到耶路撒冷的雅各要

來，彼得和巴拿巴立即站起來離開座位，不與

未受割禮的人同坐席。保羅看到他們的表現很

生氣，當面指責彼得和巴拿巴。面對保羅的責

備，巴拿巴選擇靜靜地聽。 

一個好的領導者，要有受教之心。彼得因

耶路撒冷教會的壓力而妥協，巴拿巴因為彼得

同儕的壓力而妥協，保羅指責巴拿巴不可以這

樣，而巴拿巴虛心接受保羅的指責。「後來，

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

抵擋他。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

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

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其餘的猶太人

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加 2:11-13) 

IV.屬靈的功課  

1.領袖的寬宏大量 

一個屬靈的領袖要有寬宏大量。摩西不會

嫉妒別人也有上帝的恩賜，「摩西對他說：「你

為我的緣故嫉妒人嗎？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

受感說話！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

上！」(民 11:29)而巴拿巴願意給失敗的人再

一次的機會，「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

翰同去。」(徒 15:37)耶穌也說：「對於不抵擋

我們的人，就是幫助我們的人。」「約翰說：『夫

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

止他，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耶穌說：

『不要禁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的，就是幫助

你們的。』」(路 9:49-50) 

2.領袖的神賜慧眼 

摩西向耶和華禱告，求主指示使命要傳承

給誰，「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

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

(民 27:18)上帝讓巴拿巴發現保羅的潛力；耶

穌為了找出可以傳承的人，上山整夜禱告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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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

上帝；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

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路 6:12-13)

因為稱作門徒是入門學習，成為使徒才是可以

派出去教導的。所以耶穌整夜禱告，求主使門

徒成為可傳承的使徒，出去領人歸主。反身自

問，你是否曾為想要帶領的門徒、使徒在上帝

面前禱告尋求嗎？ 

3.領袖的軟弱失敗 

領導者也有軟弱、失敗的時候。摩西脾氣

不好，烈怒的性格使他不能進迦南地，他失敗

了。「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看見人跳

舞，便發烈怒，把兩塊版扔在山下摔碎了。」

(出 32:19)「摩西、亞倫就招聚會眾到磐石前。

摩西說：『你們這些背叛的人聽我說：我為你

們使水從這磐石中流出來嗎？』摩西舉手，用

杖擊打磐石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來，會眾和

他們的牲畜都喝了。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

『因為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

聖，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給他們

的地去。』」(民 20:10-12) 

巴拿巴是抗壓性不夠，所以他失敗了，「後

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

當面抵擋他。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

和外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

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其餘的猶

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

假。」(加 2:11-13) 

只有耶穌沒有失敗。在客西馬尼園時，他

很軟弱，需要門徒的陪伴與幫忙，「於是帶著

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

極其難過，便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太 26:37-38)所以，不要以為人有軟弱、會失

敗就不能成為領袖，上帝不是挑選十全十美的

人當領袖，而是選願意順服和忠心服侍的人。 

4.領袖的謙卑受教 

所有的領袖都願意謙卑，當摩西因為太太

的皮膚黑被人批評時，他沒有回話，聖經說摩

西極其謙和勝過世人。「摩西娶了古實女子為

妻。米利暗和亞倫因他所娶的古實女子就毀謗

他，說：『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

我們說話嗎？』這話耶和華聽見了。摩西為人

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民 12:1-3) 

當巴拿巴被自己的學生保羅當眾指責

時，他謙卑接受，沒有回話，「後來，磯法到

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

他。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

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

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其餘的猶太人也

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加 2:11-13) 

而耶穌更是謙卑，甚至謙卑到願意被釘死

在十字架上。「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

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

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5-8) 

結論 

巴拿巴帶領保羅，所以保羅有巴拿巴，請

問誰是你的巴拿巴？是誰影響你，使你成為基

督的門徒？那個人就是你的巴拿巴。而保羅不

只有巴拿巴，還有提摩太，他對提摩太說：「要

去教導那可以教導人的人。」請問你找到你的

提摩太嗎？ 

保羅有巴拿巴、提摩太，讓他可以將使人

成為耶穌門徒的使命傳承下去。如果你沒有巴

拿巴，請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給你一個好的

巴拿巴；同樣你在教會這麼久，卻沒有帶領人

成為耶穌的門徒，請向上帝禱告，找到你的提

摩太。 

感謝上帝，我有兩個巴拿巴。一位是我的

鄰居蘭大弼醫師，上帝給蘭大弼醫師很豐盛的

恩典，讓蘭大弼醫師可以用愛心分享上帝的恩

典，造福鄉下的孩子。另一位巴拿巴是我的父

親，蔡色長老，他的遭遇與蘭醫師完全不一

樣，上帝沒有給他恩典，上帝給他艱辛、窮困

的一生，但是他靠著信心，終生靠主不變。這

讓我看到基督教信仰有二個面向，一是在豐盛

時用愛心分享，一是艱辛、窮困時用信心抓住

上帝。 

我盼望可以跟保羅一樣地說：「我知道怎

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

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

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 4:12-13)有的人可以卑賤不能豐富，一豐

富就會亂了；有的人可以豐富不能卑賤，一卑

賤就抱怨。可是保羅說我都可以，我學會處卑

賤，我學會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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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乏，都得了秘訣，因為我靠著給我力量的

耶穌，豐富的時候用愛心幫助別人；卑賤的時

候有信心不放棄。 

長老教會的制度，牧師可以到七十歲才退

休，而我為什麼要在六十五歲時退休呢？因為

蘭大弼醫師的生命啟發我，要將上帝給的恩典

帶給弱勢、偏鄉的人。所以退休後我想到東

石 ，而不是留在台北。因為我看到蘭大弼醫

師願意從遙遠的英國來到彰化鄉下，因此我願

意到鄉下服事，希望我在癡呆或是安息主懷之

前，可以在那裡陪伴一、二個孩子、栽培他們，

讓他們成為我的提摩太。這是上帝給我的，也

是從蘭大弼醫師身上所學習的。 

為什麼我不當醫生要當牧師呢？當醫生

也可以傳道啊！因為我父親不是牧師而是長

老，在我醫學院三年級時，父親曾對我說：「等

你醫學院畢業，我要到彰化沒有牧師的教會去

傳道。」因為很多鄉下教會請不起牧師。可是

在我大學四年級時，他因中風而離開人世。我

向上帝禱告，我願意替我父親完成他的心願。

今天我成為牧師，是因為這兩位巴拿巴影響了

我。請問，你的巴拿巴在哪裡﹖他影響你人生

的抉擇嗎？ 

感謝上帝典，在和平教會十年裡我有二個

提摩太，一是溫秋菊執事，一是周幸華組長。

他們告訴我，他們願意繼續在和平帶領安得烈

小組，繼續陪伴福音朋友。傳承，不是只有蔡

茂堂牧師傳承給蔡維倫牧師而已，而是我們每

一個兄姐都願意在上帝面前領受使人作門徒

的傳承使命。 

禱告 

主耶穌謝謝你。當你離開世界到天上之

前，你從眾門徒當中挑選 12 個人，其中一個

出賣你後自殺了，另外 11 個門徒，看起來也

不是頂尖的人，卻忠心領受你的教導、託付，

成為帶領門徒的人，他們將基督教福音的信

仰，從耶路撒冷傳到全世界，經過二千年，才

有今天在台北的和平教會。主啊！但願我們不

是福音的消費者。我們每一個人在你面前，為

我們的巴拿巴向你感恩，也為我們的提摩太向

你祈求，求上帝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去尋找

所要帶領的提摩太，讓我們願意花時間，不管

是 5 年還是 10 年，陪伴他們、栽培他們，讓

他們在信心、愛心的學習上，定睛在耶穌基督

身上，讓福音的種子繼續傳下去，一直到主你

再來之時。主啊！賜給我們恩典，讓我們找到

並且願意栽培的提摩太。我們在你面前同心禱

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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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一) 

創世記 
第廿七章 

利百加和雅各一起欺
騙以撒為要得著祝
福，這造成以掃怨恨雅
各，雅各因此逃離開
家。從這事件中看見家
庭的紛爭，給我們怎樣
的提醒？ 

02/03 
(二) 

創世記 
第廿八章 

雅各在獨自一人面對
難處時，上帝向他顯現
並應許將與他同在，你
曾否有類似的經驗，上
帝透過什麼方式來幫
助你面對難處？ 

02/04 
(三) 

創世記 
第廿九章 

雅各受到舅舅拉班的
接待，然而後來也欺騙
雅各，你想雅各面對這
些時他怎樣想，如果是
你的話，你又會怎樣回
應？ 

02/05 
(四) 

創世記 
第三十章 

請依順序寫下雅各十
一位兒子的名字，同
時，雅各和拉班又用怎
樣的方式彼此謀算自
己的利益？ 

02/06 
(五) 

創世記 
第卅一章 

雅各私自帶著妻兒財
產逃離拉班，拉班追上
並和他立約，上帝在這
事件中多次介入，請將
本章中有關神的作為
列出，並思想上帝為何
如此看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