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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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素英牧師 第 二 堂 禮 拜 講道：石素英牧師 

 司會：趙國光長老  司會：蕭家緯執事 
 司琴：傅瑋俐姐妹  司琴：張希如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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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新聖詩第 9首「主，祢無所不在」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21首「主，祢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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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詩篇 40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啟應文 12 詩篇 40 

獻 詩 
第一堂 奇異恩典 蘇 紋 萱 姐 妹 
第二堂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女 聲 重 唱 

聖 經 馬太福音 21:28-32 司 會 
講 道 來自天國的邀請 石素英牧師 

回 應 詩 
第一堂 (華) 世紀新聖詩第 130首「願主旨意得成」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第 635首「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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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首 「這是天父世界」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第 18首 「我心謳咾上帝」 

祝 禱  石素英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三堂禮拜 講道：石素英牧師  司琴：李哲文弟兄 

 司會：黃瑞榮長老  領詩：繆  昀弟兄 

   
敬 拜 讚 美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會 眾 
歡 迎 禮  司 會 
見 證  曾以寧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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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1:28-32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來自天國的邀請 石素英牧師 
回 應 詩 歌 (華) 世紀新聖詩第 130首「願主旨意得成」 會 眾 
祝 禱  石素英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5 年 03 月 08 日 

NO.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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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的話 

二、經文 

1.這比喻是在哪裡說的？耶穌是

要說給誰聽？ 

2.比喻中那些人各代表甚麼意

義？ 

---- 某人、大兒子、小兒子 

3.這比喻和天國的關係是甚麼？  

三、耶穌比喻中的天國情況和經驗

世界的不同 

1.祭司長和猶太領袖的問題 

2.施洗約翰和上帝的應許 

3.耶穌向門徒說的天國 

四、對話和轉折 

1.聽話 vs.不聽話 

2.為何耶穌要用稅吏和娼妓做對

比？ 

3.聽上帝的話，摩西怎麼說？耶

穌又如何以行動回應？ 

4.耶穌的天國和猶太領袖之間，

這個比喻邀請我們做甚麼? 

五、信仰的回應 

1.回顧自己的信仰過程，大兒

子？小兒子？ 

2.覺得自己現在參與在上帝的主

權實現中嗎? 

【默想】 
1.自己會不自覺落入世界的價值

觀和看法，這些可能使自己遠離

上帝國？ 

 

2.從今天的信息，你覺得耶穌邀請
你怎麼行動或思考？ 

【金句】 

「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
這裏來，你們卻不信他；稅吏和娼
妓倒信他。你們看見了，後來還是
不懊悔去信他。」 

馬太福音廿一章 32節 

【獻詩】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Things Bright & Beautiful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Each little flower that opens,  

Each little bird that sings,  
He made their glowing colours,  

He made their tiny wings.  
The purple-headed mountain,  

The river running by,  
The sunset and the morning,  
That brightens up the sky.  

The cold wind in the winter,  
The pleasant summer sun,  

The ripe fruits in the garden  
He made them every one.  

He gave us eyes to see them,  
And lips that we might tell  

How great is God Almighty,  
Who has made all thing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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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堂回應詩】 

願主旨意成全在地 
願主旨意成全在地， 
願主旨意成全在地， 
願主旨意成全在地， 
願主旨意成全在地， 
願主旨意成全在地， 
願主旨意成全在地。 

 

 

 
 

 

 

 

【第二堂回應詩】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願主旨意得成佇地。 

 
 

 

 

 

 

教會消息 

一.2015年成人教育課程春季班 

成人教育課程春季班今天起開

課，各班上課時間和教室如下: 

1.成為耶穌的門徒班 

週日10:00-11:00 6M03 

2.基督教信仰入門班 

週日11:30-12:30 6M03 

3.名畫中的舊約聖經故事 

週日11:30-12:40 6F03 

4.夫婦成長讀書會 

週日11:30-13:00 6F01 

5.廿世紀神學思潮班 

週六上午 10:30-12:00 6F05 

3/21開課 

6.撒母耳記上卷查經班 

週六下午 1:30-2:30 B202 

3/14開課 

7.來就近主─靈修與祈禱操練 

週三晚上 7:30-9:00約翰館 

3/11開課 

 

二.復活節洗禮 

預備 4/12 復活節期受洗的弟

兄姐妹，請逕向辦公室領取申

請表報名。 

洗禮班:3/11、3/18 晚上 7:30

於 6F03教室 

見證稿:3/25之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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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曾昭瑞牧師就任感恩禮拜 

賴毅穗傳道師封牧感恩禮拜 

※恭喜曾牧師就任錫安教會牧師 

時間：本主日下午 2:00 

地點：松山國小三樓演奏廳 

蔡維倫牧師、高正吉長老代

表本會前往祝賀。欲前往觀

禮之兄姐請向辦公室幹事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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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賴毅穗傳道師封牧 

時間：本主日下午 3:30 

地點：台灣神學院禮拜堂 

何淑珍牧師、陳惠周長老、

許信裕長老代表本會前往祝

賀。欲前往觀禮之兄姐請向

辦公室索取邀請函影本。 

四.別世親人追思會 

時間：3/27(五)晚上 7:30 

地點：五樓禮拜堂 

凡欲參與追思會的兄姐，歡迎

於 3/22(日)前提供過世親屬

照片（五張以內，請註明姓名、

照片內容、拍攝時間）及文案

給辦公室彙整，製作投影片，

於追思會中一同悼念。 

電子檔請寄至

admin@hoping.org.tw。 

五.查經班 

時間：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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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3/15(日)召開長執會 

時間：下午 13:30 

地點：6F03 

敬請牧師、長老、執事參加。 

七.牧師行程 

蔡茂堂牧師受邀，於 3/6與 3/7

晚上以及 3/8 上午前往士林長

老會，主講設教 122 週年培靈

會，請大家代禱。 

 

八. 租借停車場事宜 

國立教育研究院大樓機械式停

車位租用(高度 158cm 以下的車

輛 ) ， 租 用 時 間 ： 每 週 日

8:00-17:00。費用：900元/車(一

季)，新一季(4-6 月)欲租借，

請提供車號、姓名、電話及繳

費，向值班幹事辦理登記。截止

日期：3/29(日) 

九.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 

3/15 為總會訂定之台南神學院

奉獻主日，敬請兄姐預備心，為

神學院的事工奉獻、代禱。 

十.愛心助學金、獎學金申請事宜 

※愛心助學金申請 

本會設有愛心助學金，幫助本

會經濟困難之學生求學，申請

者之資料完全保密。如有需

要，請向陳光勝傳道提出申

請。相關辦法請參閱教會網站： 

http://taipeihoping7.blogspot.tw/200

9/02/blog-post.html 

※和平教會獎學金申請 

本會研究所、大學、國、高中

生，固定參加團契、主日聚會

且成績優良者，請於 3/31(二)

前向陳光勝傳道提出申請。表

格下載請參閱教會網站： 

http://www.taipeihoping.org/# 

十一.捐血活動照片 

參與 1/25捐血活動之兄姐，請

至一樓招待處領取照片。 

 

mailto:%E9%9B%BB%E5%AD%90%E6%AA%94%E8%AB%8B%E5%AF%84%E8%87%B3admin@hoping.org.tw
mailto:%E9%9B%BB%E5%AD%90%E6%AA%94%E8%AB%8B%E5%AF%84%E8%87%B3admin@hoping.org.tw
http://www.taipeihop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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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繳交季行事曆、輪值表 

敬請各主日學、團契及服侍單

位，於 3/22(日)前將 2015年第

二季聚會內容及服侍輪值表寄

至admin@hoping.org.tw，以利2015

年第二季行事曆、輪值表製作。 

兒童主日學消息 

1.兒主親師座談會 

時間：3/15(日)上午10:00-11:40 

地點：B2禮拜堂 

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2.幼幼班家長分享講座 

講題：親子館，讓您一次看個夠 

時間：3/22(日)中午 12:30 

地點：BM家長交誼區 

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宣道部消息 

台大醫院愛心晚會 

時間：3/30(一)晚上 6:30-8:00 

地點：台大醫院 D棟十樓電梯間 

歡迎教會兄姐一起參與，願意參

與的兄姐，請於當天直接前往練

習、彩排。 

社區部消息 

1.社區醫學講座 

主辦單位：博紹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和平長老教會 

日期：3/17(二)晚上 7:00 

地點：1F01-02 

主題：老人腎臟的保健 

講員：長庚醫院腎臟科  

阮國彰醫師 

 

2.插花班消息 

2015 台日親善池坊花展，歡迎

兄姐前往觀賞 

時間：3/11-16，11:00-20:00 

地點：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A9館 9樓 

預售票：130元/張，買2張送1張

招待券。意者請至一樓招待區購

買，賣票所得做為購置約翰館之用。 

3.繪本館消息 

目前展出日文研究繪本的月刊

MOE，該期刊已發行 36 年，館

內陳列 1989-2010 間近兩百本

之期刊，歡迎有興趣的兄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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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樂部消息 

4/5復活節清唱劇《生命的見證》

練習 

詩班練習  地點：2F02 

時間：3/14(六)下午 3:00-5:00 

3/22(日)下午 1: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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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消息 

1.一樓腳踏車停放事宜： 

辦公室將整理腳踏車停放空

間，請停在一樓的腳踏車主，於

3/14(六)之前將您的車牽回，未

牽回者，辦公室將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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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中松年部 2015 年第一次月

例會，請大家踴躍參加。 

時間：3/13(五)上午 10:00 

地點：中崙教會 

欲參加者，請於 3/8前向溫廣

智 會 長 報 名 ( 電 話 ：

2364-8149) 

※七星中會松年部春季二日遊 

時間：4/7-8(二-三) 

地點：花蓮太魯閣 

玉山神學院 

總會補助後，每人2,700元。欲

參加者，請於 3/10 前向溫廣

智會長報名，電話：2364-8149 

2.夫婦團契 

※春天品酒會 

時間：3/21(六)下午 5:00 

地點：教會頂樓 

費用：200元/人 

報名請洽小柚會長。 

教界消息 

亞東劇團 2015年交友婚姻劇巡演 

《今夜不回家》與《MSN之戀》 

主辦單位：亞東劇團 

時間：8/7(五)晚上 7:30 

8/8(六)下午3:00晚上7:30 

8/9(日)下午3:00晚上7:30 

地點：國軍文藝中心 

票價：200、400、600元 

敬請兄姐踴躍邀請福音朋友觀

賞，並為他們的事工代禱。 

 

2.誠徵幹事： 

※禮拜體系幹事：搭配牧師，負

責處理禮拜部、聖樂部、成人

部之行政事務。包括週報、主

日投影資料製作。 

※教會幹事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畢業。 

2.具溝通、協調、主動、積極、

服務熱誠的態度。 

3.精通國台語、英語略通。 

4.熟悉電腦及電腦網路操作：

office 軟體 (Word 、 Excel、

PowerPoint 等)具文字輸入、

版面編輯、講道稿聽打潤稿

能力。(應徵前需先測試，測

試通過後再面試) 

5.善於使用影音設備與事務機

器者尤佳。 

6.對教會體制及運作了解者佳。 

工作時間、待遇、福利 

1.週休二日，但需配合教會活

動彈性調整。 

2.待遇面洽，享勞、健保； 

3.意者請備簡歷(附照片)及自

傳，寄至 10649 台北市和平

東路一段 183 巷 9 號。電洽

駱 主 任 (02)2351-0087 或

E-mail:mmylo.tw@gmail.com 

團契．小組 

1.松年團契 

※健康講座 

時間：3/15(日)上午 8:45 

地點：1F01 

講員：蕭亦裕長老 

歡迎長者兄姐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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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代禱 

張何美貞長老(張拯民牧師之母)

於 3/1 安息主懷，享壽 94 歲，已

於3/7在高雄鹽埕教會舉行告別禮

拜。請為遺族代禱。 

代禱事項 

1.為世界 

菲律賓馬尼拉最大貧民窟之一

的巴羅拉（Parola）社區，日前

發生大火，約 5000 棟房屋被燒

毀，約 50 萬人失去家園。懇求

天父施恩憐憫，讓災民能得到良

好的安置。 

2.為台灣 

中國片面劃設 M503 新航線，事

涉台灣主權、國防及民航飛行安

全。懇求天父施恩保守，讓政府

堅守立場、維護本國權益。 

3.為教會 

為 2015年牧師團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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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成人主日學開班禱告 

為成人主日學開班順利，大家有

時間，也準備好自己接受裝備。 

為鄭凱佳及賴聖玟傳道禱告~目

前在澎湖七美教會服侍。 

a.教會建堂硬體外觀已完成，請

為早日取得使用執照代禱。 

b.請為教會向縣政府申請週邊

環境改造經費補助順利代禱。 

 

c.感謝主!女兒昕柔已 8 個月。

請為未來服侍道路及全家一

切平安代禱。 

為南園教會禱告 

a.為四月份野外禮拜報名額滿

禱告，感謝神帶領眾同工積極

邀請福音朋友參加，亦求主藉

這次野外禮拜使主的愛進到

每一個人的內心。 

b.為將要受洗的弟兄姊妹禱

告，盼望神保守他們直到歸入

主的名下，並看顧他們往後生

命的成長。 

為深坑教會禱告 

每週六上午的少年團契事工已

開展，求主保守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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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函 
活出價值 

陳光勝傳道師 

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窖子裡，或是斗底下，總是放在燈臺上，使進來的人

得見亮光。路加福音 11:33 

東東國與西西國這兩個國家，經過長期的戰爭，終於在兩個賢明的君王的帶領下，

決定和好同盟了。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大家也決定設定一個特別的日子，彼此

餽贈禮物，並且將這個日子訂為每年都要慶祝的慶典之日。 

這天，東東國準備了國內最棒的木雕師傅所準備的精雕桌椅組來當禮物；西西國

自然也不失禮的準備了國內最好的花雕瓷瓶作為回送。兩組禮物在慶典中暫時被擺放

在暫設的禮品房中。大家開開心心的參與各式宴會去了。 

空蕩蕩的禮品房，除了精雕桌椅與花雕瓷瓶，還有一張素雅的小茶几，上面擺放

著插了美麗花朵的小花瓶。本來應該寂靜無聲的空間，忽然傳來精雕桌椅的嘆息聲”

唉！”。繼續的寂靜中，小茶几說話了”這位大哥，您怎麼嘆氣了呢？看您這麼的華

麗高雅，實在令人羨慕呢”。忽然間，花雕瓷瓶也悠悠的嘆了一口氣。這下小茶几更

是不解了”這位美麗的大姊，您又為什麼嘆氣呢？” 

久久沒有聲音的禮品房，精雕桌椅開始說出了自己心中的失落。「我本來是森林裡

最漂亮的一棵樹，森林裏的長老們都說，我將來一定是一艘大船的好材料。我也一直

期盼著自己能夠化身為美麗的大船，悠游於大海，看遍世界新奇，或者乘風破浪，好

好地闖蕩一番。不過，那一天當木雕師傅把我的身體一砍為二的時候，我心都碎了。

只能看著自己被木雕師傅非常細心的雕花，製成了桌椅組。我心想，也好，不用颳風

受雨的進到大戶人家，應該也能有許多好的見聞。畢竟如此製作精美的桌椅，必然是

大戶人家才能買得起的。而大戶人家，必然總能接待不同的人，世界各地的新奇，就

算不用親身經歷，我也能用聽的好好的滿足見聞。不過，這一切都沒了。我成了最高

級的禮品，我的一生只能在禮品房中度過，小茶几啊，我真羨慕你啊。最少，你還有

用處。」 

花雕瓷瓶也開口了，「師父跟我說了好多美好的夢想，原來都是假的。甚麼帶刺的

玫瑰，像蝴蝶的蘭花，香氣撲鼻的夜來香與桂花，一如星空閃耀的滿天星。甚麼我的

肚子裡會有滋養萬物的水。根本一切都是騙局，除了空有美麗的外表，我甚麼都不是，

我只能站在這裡，一代又一代的成為一個標誌。如果能夠重來，我真希望師傅讓我只

是個普通的小花瓶。」 

精雕桌椅與花雕瓷瓶的慷慨激昂，也只是如春雷一響般的倏地即逝。好像曾經發

生過，又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過了不知道多久，小花瓶終於開口了，「不好意思，

我曾經抱怨過我的工作。不過跟你們相比，我忽然發現，原來我是那麼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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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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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頁)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43,459 
幼幼 764 
幼主 350 
兒主 458 
小計 45,031 

月定奉獻 
080140 500  
040042,070240,080003,080072 
080208,100063 1,000  

080213 1,100  
070219,080125A,080166,080169 
110008,110018,110047,150015 
160064,180009 

2,000  

110305 2,100  
040003,070093,100068,110043 
110302,160017,170021 

3,000  

180007 4,000  
110001,120101,170056 5,000  
120106 6,000  
113027 7,000  
040057,080149 8,000  
110145,110317,113096 10,000  

 

150058 13,000  
080026,170032 15,000  
040040 35,000  
170004 60,000  
小計 266,700 

感恩奉獻 
090070 200  
有志 300  
040071,080140,080212 1,000  
160080 1,708  
040022,070097,110001 2,000  
190020 3,000  
040057,110081 5,000  
小計 24,208 

約翰館 
110436,130058,190017 100  
120111 200  
060001 300  
110135 400  
100063,130095,150056 500  
040003,070093,070240,110008 
110028,110061,130019,140078 
150065,150081,170046 

1,000  

080166,090102,110001,110038 
110043,110064,110087,120101 
160017 

2,000  

040040,060004 3,000  
110259 3,600  
080211,120020,120057 5,000  
080072 6,000  
113096 10,000  
100003 20,000  
小計 92,300 

南園教會 
110001 1,000 
110268 60,000 
小計 61,0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110442 1,000 
120020 2,000 
小計 3,000 

愛心基金 
090083 10,000 

新春奉獻 
130083 500 
140080 800 
小計 1,300 

追思感恩 
090103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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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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合計 

第二堂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360 
542 

第三堂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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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3/15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09：50 一、三樓禮拜堂 謝敏圓長老 42 03/15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許素菲執事 13 03/15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何淑珍牧師 34 03/12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08：45 1F01 分享  03/15 

成人團契 主日 08：50 B101 讀書會 26 03/15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8 03/15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2 專講/賴信澤長老 23 03/10 

婦女團契 週二 11：00 2F02 練詩 23 03/10 

夫婦團契 週六 17:00 頂樓 春天品酒會  03/21 

夫婦團契 獻詩前二週六 19:30 2F02 練詩  04/18 

夫婦團契-依一家 每月一次 1F01 王道一執事  3 月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小組聚會  03/13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查經  03/14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查經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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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 

腓立比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1：30-14：00 
6F05 謝敏圓長老  03/15 

喜樂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0:00-11:30 
7F03 林瑜琳執事 9 03/15 

喜樂讀經小組 
每月第 2、4 週日 

10:00-11:30 
7F03 繆芊苔弟兄  03/22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6M01 林英洲長老  03/15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13：30 
7F03 王淑姿姐妹  03/08 

恩惠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2:30 6F05  蔡妙惠姐妹  03/15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週二 10：00 組員家 賴恩慈執事  03/10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B203 陳群鈺姐妹 12 03/10 
安得烈 

VI-A 小組 
每月第 2、4 週二 
19：30-21：00 B101 溫秋菊執事  03/10 

長輩小組 

週 

 

三 

每隔週週三 09:30 2F02 趙國光長老 19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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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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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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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3/20 

K.B.小組 週五 10：00 2F02 讀經/王雪枝長老  03/13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8：30 盧永濱弟兄 盧永濱弟兄家  03/13 

Bike 小組 
每月一次週五 
19:30-21:00 B101 林根業弟兄  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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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聚
會 

客家小組 
週 

 
六 

每月一次週六 
18:00 6F01 何堅仁長老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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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8 

Quest 小組 
每月最後週六 

上午 09:00-11:00 B202 蔡茂堂牧師 5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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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3/15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15小17大 03/15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1  13 03/15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 禮拜堂  31 03/15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6F05   03/15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週主日 
08：45-09：45 6F03 高正吉長老  04/12 

婦女查經班 週四 10：00 張雅琇長老家 約翰壹書  03/12 

創世記查經班 
每月第三週 
週六 09:00 5F 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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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03/15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約翰館 范恩惠傳道 22 03/11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三、四樓禮拜堂 趙恬姐妹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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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亁美穗子姐妹 11 03/11 
繪畫班 週三 09：30 1F01 張素椿姐妹 11 03/11 
繪本時間 週五 13:30-15:00 繪本館 張素椿姐妹 11 03/13 
插花班 週五 19:00-21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03/13 
F .M.媽媽小組 週五 09：30 1F01 沈月蓮執事 12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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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6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3/2 現存 160068 2,000 
3/4 轉帳 110058 500 
3/4 轉帳 110141 200 
3/5 轉帳 110025 10,000 

南園教會 
3/2 轉帳 040079 2,500 

感恩奉獻 
3/2 轉帳 090092 1,000 

約翰館奉獻 
3/4 轉帳 110058 320 
3/5 轉帳 110025 1,000 

 

以下轉帳奉獻兄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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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32052 台北富邦 2,500 
 

約翰館認獻(2014/1/1~2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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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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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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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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蘋 

曾豊鈞、葉嫦懿 

組長：林芷伊 
趙國光、邱寶瑩 
王淑姿、吳宏恩 

組長：吳明珊 
黃念謹、呂恩賜 

新朋友關懷 賴恩慈、吳如香 蕭亦裕、溫重光、陳秀英 蔡雅如、康主霖 
影 音 組 長 仲容耕 林根業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呂英豪、墜添成 呂英豪、墜添成 墜添成、呂英豪 
投 影 丁于珊 盧  叡 青契敬拜團 
愛 餐 少年團契 預備組長：陳妙瑛 恢復組長：卓璇慧 
禱 告 侍 奉 林士洋 見 證 曾以寧 

03/15 

 

 

主 

 

 

日 

          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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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愛光 張瑩瑩 王道一 
司 琴 阮麟鈞 王薇芬 蔡欣弦 
領 詩  簡文隆 羅達中 
獻 詩 楊瑞瑟 希幔詩班 提摩太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組長：張貞惠 

林博惠、蔡淑惠 

組長：謝敏圓 
陳妙瑛、林芷伊 
詹穎雯、杜冠儒 

組長：謝敏圓 
邱恩琦、趙盈智 

新朋友關懷 沈月蓮、謝芬芳 賴恩慈、鄭麗珠、王雪枝 林瑜琳、盧  叡 
影 音 組 長 仲容耕 林根業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墜添成、林士洋 墜添成、林士洋 墜添成、林士洋 
投 影 吳雅真 李騰蛟 提摩太敬拜團 
愛 餐 青年團契 預備組長：吳雅真 恢復組長：王薇芬 
禱 告 侍 奉 鄭維新 見 證 廖小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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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8 許主芳 楊予謙 謝宇琪 廖婉珊 李穗玲 郭銘茹  許主欣 
魏士傑 

陳毓文 
黃雅文  

03/15 吳雅真 吳雅真 廖婉珊 李穗玲 王乙珊 楊琴朱 賴恩儀 黃詩雯 陳韻玲 黃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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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NO.1623 

啟示錄系列(四十) 
悲輓曲(Babylon Mourne) 

主講：蔡茂堂牧師 

【講道大綱】 

I. 引言：巴比倫悲輓曲 
(Babylon Mourned) 

II.三個致哀團體 
(Three Condolence Groups) 

1.君王客商海運三悲輓曲 
(啟 18:9a, 15a, 17cde) 

2.堅固富厚大城瞬間燬棄 
(啟 18:10efg, 17ab, 19fi) 

3.君王奢華客商海運營利 
(啟 18:9abc, 15a, 19gh) 

4.販賣奢侈物品人口奴隸 
(啟 18:12-13) 

5.見焚煙怕痛苦遠站哀泣 
(啟 18:9cd10ab,15cd,17f18a19ab) 

III.天上聖徒歡喜 
(Heaven Saints Rejoice)  

1.天上聖徒使徒先知都歡喜 
(啟 18:20abc; 賽 49:13) 

2.上主已為受害聖徒申冤屈 
(啟 18:20d; 啟 6:9-10) 

3.巴比倫如大磨石被扔海底 
(啟 18:21;耶 51:63-64;太 18:6) 

4.娛樂創藝農產婚禮都止息 
(啟 18:22-23abc; 耶 25:10-11) 

5.客商富而貴萬國上癮沉醉 
(啟 18:23de;賽 23:8; 鴻 3:4) 

 

6.巴比倫城流先知聖徒之血 
(啟 18:24; 啟 16:6; 啟 17:6) 

IV.屬靈的功課(Spiritual Lessons)  
1.財富帶來驕傲自誇 
(啟 18:7a;耶 9:23-24; 結 28:5) 

2.財富容易揮霍奢華 
(啟 18:7b; 路 16:19; 雅 4:3) 

3.財富產生自恃不怕 
(啟 18:7efg; 耶 49:4;路 12:19) 

4.財富只求利己無他 
(啟18:10-11;摩8:5-6;路16:19-21) 

V. 結論： 
上主與瑪門(太 6:24) 

【默想】 
1.你對巴比倫城滅亡三個致哀團體

有何感想？ 
2.天上聖徒使徒先知為何因巴比倫

焚燬歡喜？ 
3.你從本段經文學到那些財富相關

屬靈功課？ 

【金句】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
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
事奉瑪門( -瑪門：財利的意思)。」 

馬太福音六章 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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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啟示錄系列(四十) 

悲輓曲(Babylon Mourne) 

經文：啟示錄十八章 9-24節 

主講：蔡茂堂牧師 

時間：二０一五年二月八日 

 

Ⅰ、引言：巴比倫悲輓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啟示錄提到巴

比倫被上帝審判，最後上帝用大火焚燒

她。看見巴比倫被焚，有三個團體為了她

唱起悲輓曲。看完接下來的短片，將會明

白今天要看的三個團體，與先前天上的三

個團體，成為怎樣的對比。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地上的君王， 

Who had committed fornication, 

素來與他行淫， 

And lived deliciously with her, 

一同奢華的， 

Shall bewail her, and lamented for her, 

就必為她哭泣哀嚎， 

When they shall see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 

看見燒她的煙， 

Standing afar off for the fear of her torment, 

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的站著， 

Saying,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of Babylon, 

說：哀哉！哀哉！巴比倫大城， 

That mighty city! 

堅固的城啊！ 

For in one hour is thy judgment come. 

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 

And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地上的商客 

Shall weep and mourn over her 

也都為她哭泣悲哀 

For no men buyeth their merchandise 

anymore. 

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 

The merchandise of gold, and silver, 

這貨物就是金、銀、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of pearls, 

寶石、珍珠、 

And fine linen, and purple, and silk, and 

scarlet, 

細麻布、紫色料、綢子、朱紅色料， 

And all thyine woods, and all manner 

vessels of ivory, 

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 

And all manner vessels of most precious 

wood, 

各樣極寶貴的木頭， 

And of brass, and iron, and marble, 

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 

And cinnamon, and odours, 

並肉桂、荳蔻、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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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intments, and frankincense, 

香膏、乳香、 

And wine, and oil, and fine flour, and wheat, 

酒、油、細麵、麥子、 

And beast, and sheep, and horses, 

牛、羊、馬、 

And chariots, and slaves, and souls of men. 

車、和奴僕、人口。 

And the fruits that thy soul lusted for, 

你所貪愛的果子， 

And departed from thee. 

離開了你。 

And all things which were dainty and 

goodly, 

你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 

Are departed from thee. 

也從你中間毀滅。 

And thou shalt find them no more at all 

決不能再見了。 

The merchants of those things 

販賣這些貨物的客商 

Which were made rich by her, 

藉著她發了財的客商， 

Shall stand afar off for the fear of her 

torment, 

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的站著， 

Weeping and wailing, and saying 

哭泣悲哀，說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哀哉！哀哉！這大城啊 

That was clothed in fine linen, 

素常穿著細麻， 

And purple, and scarlet, 

紫色、朱紅色的衣服， 

And decked with gold, 

又用金子為妝飾，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以及寶石、珍珠！ 

For in one hour 

一時之間 

So great riches is come to nought 

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 

And every shipmaster, 

凡船主、 

And all the company in ships, and sailors, 

和坐船往各處去的，並眾水手， 

And as many as trade by sea, 

連所有靠海為業的， 

Stood afar off, and cried 

都遠遠的站著哭泣 

When they saw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 

saying, 

看見燒她的煙，就喊著說， 

What city is like unto this great city! 

有何城能比這大城呢？ 

And they cast dust on their heads, 

他們又把塵土撒在頭上， 

And cried, weeping and w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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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悲哀 

Saying,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喊著說：哀哉！哀哉！這大城啊 

Wherein were made rich all that had ships 

in the sea 

凡有船在海中的，都成了富足 

By reason of her costliness! 

因她的珍寶！ 

For in one hour is she made desolate 

她在一時之間就成了荒場！ 

Rejoice over her, thou heaven 

天哪，你們都要因她歡喜， 

And ye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啊， 

For God has avenged you on her. 

因為上帝已經在他身上伸了你們的

冤。 

And a mighty angel took up a stone,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 

Like a great millstone, 

好像大磨石， 

And cast it into the sea, saying 

扔在海裡，說， 

Thus with violence shall that great city 

這大城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 

Babylon be thrown down 

巴比倫大城被扔下去 

And shall be found no more at all. 

決不能再見了。 

And the voice of harpers, the musicians 

彈琴、作樂的聲音 

And of pipers, and trumpeters, 

吹笛、吹號的聲音，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 

And no craftsman, of whatsoever craft he 

be, 

各行手藝人， 

Shall be found anymore in thee; 

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 

And the sound of a millstone 

推磨的聲音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 

And the light of a candle 

燈光 

Shall shine no more at all in thee. 

在你中間決不能再照耀。 

And the voice of the bridegroom and of the 

bride 

新郎和新婦的聲音 

Shall be found anymore in thee; 

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 

For thy merchants were the great men of 

the earth 

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 

For by thy sorceries were all nations 

d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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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 

And in her was found the blood 

在這城裡看見有血 

Of prophets, and of saints 

是先知和聖徒的血 

And of all that were slain upon the earth. 

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 

Ⅱ、三個致哀團體 

1.君王客商海運三悲輓曲 

在此，有三個團體唱悲歌，另有天上

三個團體非常喜樂，形成明顯的對比。致

哀的團體是哪些？就是君王－政治領袖、

客商－大企業家及物流公司－靠運送東西

賺大錢。三者當中，一個是消費者、兩個

是生意人，他們都依賴巴比倫城賺錢、消

費，而這正反應出目前世界的情形。 

第一個是「地上的君王。」（啟 18:9a）

君王是統治者，在三者間他是消費者的角

色。第二個是「販賣這些貨物、藉著他發

了財的客商。」（啟 18:15a）他將東西搬

來讓君王消費。第三個是「凡船主和坐船

往各處去的，並眾水手，連所有靠海為業

的。」（啟 18:17cde）搬運東西的人，就

是物統公司。這些當時最有勢力的三大團

體，因為巴比倫被毀掉，而大大哀哭。為

什麼？ 

2.堅固富厚大城瞬間燬棄 

因為這巴比倫城是如此宏偉，看不出

任何毀滅跡象；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啊！

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啟

18:10efg）但卻在一時間不見了。「一時之

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啟

18:17ab） 

3.君王奢華客商海運營利 

他們難過是因為這座大城是讓他們奢

華、賺錢的中心。君王是在這裡享受、奢

華的消費者，「地上的君王，素來與他行

淫、一同奢華的。」（啟 18:9abc）客商則

是透過買賣奢華品賺錢、營利，「販賣這些

貨物、藉著他發了財的客商。」（啟 18:15a）

客運運送物品到消費者手上。「凡有船在海

中的，都恩他的珍寶成了富足！」（啟

18:19gh）他們都是過著奢侈生活，或是藉

此營利的團體。 

4.販賣奢侈物品人口奴隸 

而他們所賣的，都是奢侈消費品，而

非民生必需品」。「這貨物就是金、銀、寶

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子、朱紅

色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

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

並肉桂、荳蔻、香料、香膏、乳香、酒、

油、細麵、麥子、牛、羊、車、馬，和奴

僕、人口。（啟 18:12-13）共有二十七項。

讓人吃驚的是連人也賣，你能想像嗎？目

前世界上以賣人來賺錢的，除了恐怖組織

外？另一個最賺錢的行業，就是把女人當

商品的色情網頁。從這段經文可知，本來

是賣石頭，接著是植物、動物；最後連人

也被商品化。 

5.見焚煙怕痛苦遠站哀泣 

為了明哲保身，雖然看到讓自己致富

的大城被焚燒，他們還是只在遠遠地方哀

悼。「看見燒她的煙，就必為她哭泣哀號。 

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地站著。」（啟

18:9cd10ab）因為怕惹火上身。「因怕他的

痛苦，就遠遠的站著哭泣悲哀。」（啟

18:15cd）所以，他們是只顧自己安全，並

且不是為這逝者哀哭，而是因為它被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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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沒錢賺了。所以這個哀哭像是貓哭

耗子，是為自己的利益不見了而哀哭，不

是為了巴比倫遭遇不幸而哀哭，這是種「自

私自利的哀悼」。 

Ⅲ、天上聖徒歡喜 

1.天上聖徒使徒先知都歡喜 

接著在天上有個大聲音說：「你們可以

歡慶了，因為地上這不公不義、專門對付

上帝子民的大城，已經被上帝審判了。」

這三個團體是，「聖徒」－上帝的子民，再

者是「使徒」－新約裡上帝的僕人，接著

是「先知」－舊約裡上帝的僕人。他們排

列的順序，不是先知、使徒、聖徒，可見，

上帝並不在意我們負責什麼工作，祂在意

的是屬於他的百姓擺在首位。經上說這三

個團體非常地高興，「天哪，眾聖徒、眾使

徒、眾先知啊，你們都要因他歡喜。」（啟

18:20abc）因為在地上，受到的是困苦，

上帝顯出對他們的憐憫。「諸天哪，應當歡

呼！大地啊，應當快樂！眾山啊，應當發

聲歌唱！因為耶和華已經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憐恤他困苦之民。」（賽 49:13） 

2.上主已為受害聖徒申冤屈 

「因為神已經在他身上伸了你們的

冤。」（啟 18:20d）這些人為了信仰，在

地上受害。在啟示錄第六章寫著「揭開第

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上

帝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

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

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

幾時呢？』」（啟 6:9-10）所以他們祈求聖

潔真實的主為他們伸冤，而到啟示錄第十

八章上帝才審判。而中間這十二章的時

間，顯示出上帝對罪惡之城尚存憐憫之

心，不忍心將整座城毀掉，希望他們願意

悔改。直到十八章的時候，不論他們是否

悔改，上帝審判的時間到了。 

3.巴比倫如大磨石被扔海底 

被審判的巴比倫是永無翻身的機會。

啟示錄用大磨石代表巴比倫，它被丟到海

裡下沈，永遠不可能翻身。「有一位大力的

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

裏，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地被扔

下去，決不能再見了。』」（啟 18:21）在

舊約巴比倫城也有類似的故事，西底家在

位第四年，他派大臣西萊雅去巴比倫進

貢。當時先知耶利米寫了一本書，交代西

萊雅，說：「你拿去巴比倫唸給在巴比倫當

奴隸的以色列人聽。告訴他們，雖然巴比

倫現在很得意，但是上帝會審判他。唸完

後就拿一個石頭跟這書綁在一起，丟到底

格里斯河。接著說：『巴比倫是上帝要降災

於他，沈下去永遠不再起來。』」（耶

51:63-64）所以，在巴比倫征服全世界最

得意時，上帝要先知透過大臣西萊雅說這

句話，而這句話在啟示錄十八章再次應

驗。耶穌曾說：「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

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

上，沉在深海裏。」（太 18:16）這正表示

上帝禁止我們傷害弱小者，而巴比倫大城

正是傷害地上基督徒，所以上帝會審判它。 

4.娛樂創意農產婚禮都止息 

審判來臨後，這座大城引以為傲的東

西都不見了。「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

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各行手藝

人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推磨的聲音在

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燈光在你中間決不

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在你中間

決不能再聽見。」（啟 18:22-23abc）這些

正是現在最賺錢的行業－娛樂界（彈琴、

作樂、吹笛、吹號）、藝術界（手藝、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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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線（推磨）、最後是燈也不見、新郎、

新娘快樂的聲音也不見了。藉著這樣表

達，在審判中，這座大城市引以為傲的文

明、文化，都被神夷平消失，成為荒涼之

城。「我又要使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

新婦的聲音，推磨的聲音和燈的亮光，從

他們中間止息。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

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

（耶 25:10-11）相似的是耶利米書也說：

「歡喜、快樂的聲音，新郎、新婦的聲音，

推磨的聲音，燈的亮光都不見了。」只是，

當時這不是對巴比倫說的，而是對耶路撒

冷說的。但是神要對耶路撒冷審判，有七

十年的時間期限。七十年後，神將再施恩

典。而這次巴比倫大城被審判是永遠的沈

淪，神用大磨石把她丟到海裡。 

5.客商富而貴萬國上癮沈醉 

巴比倫大城被神公義的審判，是因為

她提供商人交易賺錢的環境，以致商人不

只富，還貴。「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

人；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啟

18:23ef）在台灣，會賺錢的人說話就大

聲，到哪都受人尊敬，給他相當的社會地

位，因為他有錢。所以有富就會貴，令其

他人羨慕。我稱這為上癮沉醉。「推羅本是

賜冠冕的。她的商家是王子；她的買賣人

是世上的尊貴人。」（賽 23:8）另一個海

邊經商大城－推羅也是如此，聖經描述她

是給冠冕的，商家變成王子，買賣人變成

尊貴人。「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慣

行邪術，藉淫行誘惑列國，用邪術誘惑多

族。」（鴻 3:4）我們以為邪術是作法，但

這個邪術希臘文叫 farmakeia。唸過醫學院

的應該曉得，這個字是藥，藥物學叫

pharmacology。在精神科哪種藥會讓人家醉

呢？就是上癮的藥。有一種藥是從中樞神

經迷惑人，一旦上癮就無法戒除。雖然孔

子說：「富貴不能淫」，但是實際上人人都

想要富而貴。所以，經濟的奢侈浪費，早

就深入每一個人的心裡，包括基督徒的心

裡。這是十八章最後的審判所代表的意義。 

6.巴比倫城流先知聖徒之血 

而這個城市，對於不想要過這種生活

的人，是不友善的、是逼迫的。「先知和聖

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

裡看見了。」（啟 18:24）所以結束的時候

是說：「先知聖徒的血，都在這城裡面被發

現。」啟示錄十六章也講過同樣的話。「他

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們給他們

血喝；這是他們所該受的 。」（啟 16:6）

十七章也講過同樣的話「我又看見那女人

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

血。」（啟 17:6）這個世界對上帝的子民、

對上帝的僕人是不友善的。 

Ⅳ、屬靈的功課 

1.財富帶來驕傲自誇 

從這三個團體哀歌，和天上團體的喜

樂，我們可以學到有關財富的問題。 

為什麼財富會變成問題呢？難道財富

有什麼不對嗎？財富會讓我們跟別人關係

的態度、對自己事情的態度會起轉變。 

首先，有人自己有財就自以為是。「他

怎樣榮耀自己。」（啟 18:7a）巴比倫王尼

布甲尼撒，他累積天下的財富，所以有一

天就得意地說：「你看看，我多麼偉大！」

一講完，上帝就讓他變成像牛一樣。並且

說：「你有財富是因為我許可你，祝福你。

所以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巴比倫王的問

題就是他榮耀自己。「耶和華如此說：『智

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他

的勇力誇口，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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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

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

公義，以此誇口。』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9:23-24）所以，不要拿錢誇口，應

當拿耶和華來誇口。「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

貿易增添資財，又因資財心裡高傲。」（結

28:5）也不要因自己聰明，會作生意賺錢

就高傲。 

2.財富容易揮霍奢華 

再者是浪費。有人以為錢是我的，想

怎麼花，就怎麼花。「怎樣奢華。」（啟

18:7b）在香港一個很有錢的人，他把家裡

所有的東西用金子包裹，包括馬桶，整個

浴室。我不知道金馬桶上如廁是什麼感

覺？但這就是財富帶來的問題。有錢的

人，最大的誘惑是對人驕傲，其次是對錢

亂花。啟示錄十八章所講的都是那些奢侈

品，這都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商人專門

賣高檔貨給他們，名牌就在此產生。在雅

各書中提醒「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

宴樂中。」（雅 4:3）而耶穌說的比喻也說：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

天天奢華宴樂。」（路 16:19）所以亂花錢

是有錢所帶來的第二個問題，第一個是驕

傲，第二個是奢華。 

3.財富產生自恃不怕 

接著是他心裡面信靠的源頭，從耶和華轉

到瑪門的身上。美國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國

家，在十塊美鈔的圖案上寫著，IN GOD WE 

TRUTH。可是現在美國人正在討論要將這

句話拿掉，所以，有人提議改成 IN GOLD 

WE TRUTH，多一個 L就好，因為黃金比上

帝可靠。耶穌曾說：「富翁要進天國很難。」

除了因為他驕傲、浪費之外，最主要是他

已不信靠上帝，因為他認為有錢能使鬼推

磨，任何問題，只要有錢，都會解決。他

信心的對象已變成金錢。所以，財富會使

人產生這種自恃甚高，什麼都不怕的態

度。「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決不

至於悲哀。」（啟 18:7efg）所以巴比倫她

依靠的是財寶，而不是耶和華。「背道的民

哪，你們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

誇張呢？為何倚靠財寶說：誰能來到我們

這裡呢？」（耶 49:9）「然後要對我的靈魂

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

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

（路 12:19）這是耶穌說的比喻。財主對

靈魂說：「你可以安心吃喝快樂吧，你有的

錢多到吃不完、用不完，絕對可以安心度

日了。」所以，他的安全感來自金錢而非

上帝。 

4.財富只求利己無他 

這張圖的財主太胖了，他拿望遠鏡看

半天，說：「窮人在哪裡？」有錢的人，內

心產生驕傲，用錢態度是隨便花，而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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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愛心是視而不見，他看不到別人的需

要，他所看到的是我可以再賺多少錢！「因

說：哀哉！哀

哉！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啊，一時之間

你的刑罰就來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為她

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

了。」（啟 18:10-11）這三個團體都是有

錢人，面對巴比倫大城被火焚燒，他不想

怎麼救人，而是哀哭不能再賺錢。而且唯

利是圖，為了賺錢，什麼都敢作。「賣出用

小升斗，收銀用大戥子，用詭詐的天平欺

哄人，好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換窮

乏人，將壞了的麥子賣給人。」（摩 8:5-6）

就像阿摩司所說的，賣東西就偷斤減兩，

在量器上面動手腳，甚至用一雙鞋的價

值，買一個窮困人。顯現對貧寒人、窮乏

人一點也不憐憫、不尊重。耶穌曾說：「有

一個財主穿著紫色 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

奢華宴樂。 20 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

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 21 

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 零碎充飢，並且

狗來舔他的瘡。」（路 16:19-21）故事中

的財主穿得好、吃得好，有個乞丐在他門

口，他卻看不到。而這乞丐只能揀拾他不

小心落在地上的東西吃。我們叫「視而不

見」。這是第四個上帝賞賜財富，人可能碰

到的問題。 

Ⅴ、結論：上主與瑪門 

財富真的不好嗎？在啟示錄有一部份

關於財富的教導，而整本聖經有關財富的

教導還有很多。耶穌曾經說一個故事，「你

們看天空的飛鳥……你們看野地的百合

花。」（太 6:25-26）在這句話之前，耶穌

曾說了這句話：「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

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太 6:24）

財富與上帝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問題。到

底基督徒對錢，聖經對錢是怎麼看的呢？ 

1.上主賞賜．謙卑感恩知足 

金錢是上帝給的恩典，不是罪，我們

應該用感謝的心領受。因為全地的東西都

是上帝的，上帝賞賜給你，應該感謝。而

不是說：「不要！不要！我想要很窮。」這

不是聖經的教導。「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

足，並不加上憂慮。」（箴 10:22）「神賜

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

分，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上帝的恩賜。」

（傳 5:19）資財豐富還不是祝福，有財

富，還要有時間用，所以聖經上說：「能取

自己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而且不亂

用，要有分寸。神給你那麼多，不是讓你

全部用完，你不需要用到的，神會有其他

用處，例如：幫忙窮人。所以，神對財富

有很完整的看法。可以用，可以享受。但

是要知道分寸。再者，工作中有喜樂，這

也是神的恩賜。所以，對財富的看法不該

很簡單地把它魔鬼化，這非聖經的觀點。

譬如身體好、頭腦好、有好工作、好收入，

這些都值得感謝主，這是恩典，不要看成

罪惡。真正在儆醒的是，在這過程中，是

否拿了不該拿的，在得到財富以後又是如

何處理？這才是重點。 

2.上主託付．管家忠心服侍 

再者，財富不只是賞賜，還是託付。

託付的觀念我覺得比賞賜更好。因為上帝

賞賜給我，就是我的。但若說是上帝託付

給我，就不是我的，而是上帝的。耶穌講

的比喻，有一個主人要到外國去，就叫他

的僕人來，一個給五千、一個給二千、一

個給一千，給他們託付。等他回來就要問

他們怎麼使用些錢。「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

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



 

22 

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主人

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

25:20-21）所以我們要作一個善良的管理

者，不欺負別人，但是用那些錢賺更多錢。

當上帝回來問你：「我給你那麼多錢，你怎

麼使用？」這時才能向上帝交待。用得好，

就會託付更多事情，而且還能享受主人的

快樂。「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

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

物。』」（路 16:1）這個管家則是浪費主人

的錢、財物，沒有作好管家的工作。期望

當神將財物交給我們時，我們除了感謝神

的賞賜外，還深知這是一個託付，我們是

管家，應該忠心的服侍。因為審判台，前

神會問你，「我在你的一生中託付這麼多資

源，你怎麼使用？」 

3.信心誤置．全心信靠上主 

領受財富之後，不要從信靠耶和華，

轉變成信靠財富。「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

多的人，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不

能替他將贖價給神。」（詩 49:6-7）錢財

不是無所不能，即使能使鬼推磨，也沒有

辦法讓神不審判你。所以，再多的財富也

無法救贖，因為救贖是上帝的事情。「看

啊，這就是那不以神為他力量的人，只倚

仗他豐富的財物，在邪惡上堅立自己。」

（詩 52:7）倚仗豐富的財物，是個邪惡的

態度。所以，當神賞賜你財富時，切記，

當信靠創造財物的耶和華，而不要信靠受

造的財物。 

4.瞬間飛逝．不要患得患失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因

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箴 23:5）

錢有翅膀，當它決定要走時，倏，一下就

不見了。就像股票，一下屬於這家，一下

屬於那家，這都是數目的遊戲，眨眼之間

就不見了。所以說錢財是身外之物，不要

讓它變成你信念的對象。佛教常勸人「不

要掛在心上」，當你把它掛在心上，就會因

為失去而活不下了。「用詭詐之舌求財的，

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財乃是吹來吹去的

浮雲。」（箴 2:16）所以，不要患得患失。 

5.壓榨貧苦．勿對窮人欺負 

目前是全世界百分之一的人，佔有全

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錢，剩下百分之一，

給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分。所以，不

可因為有錢、有辦法，就把窮人的錢吸走，

結果自己越來越胖，窮人越來越窮（如

圖）。「欺壓貧窮為要利己的，並送禮與富

戶的，都必缺乏。」（箴 22:16）所以，不

能用財富欺壓窮人，這是神痛恨的。「你們

反倒羞辱貧窮人，那富足人豈不是欺壓你

們，拉你們到公堂去嗎？」（雅 2:6）我們

很少是首富，也不是赤貧，大多處於中間。

這樣的人會怎麼作？看到富翁搖尾巴，遇

到窮人瞧不起，這正是神最討厭的人。所

以，不要唯利是圖、不要對窮人欺負。 

6.幫助弱勢．勿對窮人欺負 

合神心意的是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們

的手伸得出來，願意幫助他。因為聖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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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

行，耶和華必償還。」（箴 19:17）保羅也

說：「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

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

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他憑雙手努力工作，幫助軟弱的

人。所以，有錢時，不要亂花、不要驕傲、

不要忘記信靠耶和華、不要用錢欺負別

人。高利貸就是用錢欺負別人，社會上的

黑道，專門賺這種錢，是神最痛恨的。在

人家緊急危難時，謀取高額暴利，這種欺

壓貧困的行徑，神會審判。 

7.勤勞賺置．不可偷搶詐術 

對於金錢的取得，神要我們努力工作

賺錢，不要偷懶。「手懶的，要受貧窮，手

勤的，卻要富足。」（箴 10:4）因為手懶

的，神不會祝福。但不是把人家賺的錢，

努力地偷、搶、騙過來，「不勞而得之財必

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箴

13:11）因為那是賺容易的錢，所以財富得

來的方法，我們也要留心。 

8.敬拜奉祀．勿拜財富為主 

最後，就是不要讓錢財變成你神－財

神爺。華人最喜歡拜財神爺、聚寶盆，把

錢當成神了。「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

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

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西 3:5）所

以，聖經說貪婪就跟拜偶像一樣。「你們不

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

意思）。」（太 6:24）為什麼耶穌說：「你

們不要想事奉上帝，又要事奉瑪門。」錢

是很好的工人，可以幫我們作很多事情。

可是它是很爛的主人，一旦財變成主，我

們就完了。所以，耶穌一直告訴我們，你

不要事奉瑪門。我常說，全世界最會賺錢

的人是比爾．蓋茲，最會用錢的是德蕾莎

修女。她運用別人捐贈很多的錢，幫助那

些需要的人，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透過巴比倫，我們學習到哪一種

使用財富的態度，會被神審判。我不希望

將來神審判的時候，你被歸到巴比倫的一

組。 

禱告 

主耶穌，我們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

對於財富有很高的敏感度，而我們多多少

少，直接、間接參與金錢的遊戲。親愛的

主，今天你讓我們看見，你的警告，也提

醒我們，財富是你的恩賜，是你的託付。

但是財富可能使我們變得驕傲，甚至慢慢

地信靠它，而忘記我們應當專心地仰望

你。而且，當我們有錢之候，我們可能不

知不覺地變得奢華、浪費，不會過簡樸的

生活，甚至用我們的錢欺負那些弱小的。

主啊！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讓我們

知道，在我們跟你所賞賜的財富當中，保

持適當的關係。特別是拯救我們，讓我們

不要把財當成我們的神，我們這樣跟你禱

告，是奉靠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附註：全世界的基督徒，把財富的問

題處理得最好的，其實是一個小教派。我

最近查的結果，好像全美國現在只剩下三

個人，這個教派快要結束了。他是貴格會

的分支，這是我找到照片，他們有點像阿

米許，但跟阿米許不一樣，們有點靈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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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強調的是要過很簡單的生活。然

後，不要生小孩。所以，為什麼這個教派

越來越少人。就是，除了那些願意加入這

個教派的人以外，沒有再增加人。所以，

幾乎要滅絕了。這個教派叫 Shaker。有興

趣的人，可以在網路上查詢，了解他們的

歷史。這次準備時，發現他們有一首歌，

很簡單的歌，可以作為我們的回應詩。 

簡僕禮物 Simple Gifts 

‘T is a gift to be simple,’T is a gift to be free. 

‘T is a gift to come down . Where we ought 

to be . 

And when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place 

just right. 

Twill be in the valley of love and delight. 

When true simplicity is gained , 

To bow and to bend , 

We shan’t be asamed ;  

To turn , turn will be our delight .  

Till by turning, turning we come round right. 

 

 
 
 

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15年03月09日2015年03月13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03/09 
(一) 

馬太福音 
第七章 

為什麼第 31 節提到
「凡稱呼我『主阿，主
阿』的人，不能都進天
國」，前後文中提供怎
樣的解釋和答案？ 

03/10 
(二) 

馬太福音 
第八章 

耶穌用新酒要裝在新
皮袋的比喻，為的要解
釋什麼？ 

03/11 
(三) 

馬太福音 
第九章 

耶穌呼召彼得和安得
烈來跟隨他，做得人的
漁夫，他們立刻捨網跟
從了他，耶穌今天也呼
召你跟隨他，你會如何
回答？ 

03/12 
(四) 

馬太福音 
第十章 

耶穌選召十二位門徒
並差遣他們去傳福
音，同時也告訴他們即
將面對的各種艱難，你
曾否為了傳福音而受
苦嗎？耶穌給門徒的
承諾和安慰是什麼？ 

03/13 
(五) 

馬太福音 
第十一章 

耶穌在他的世代傳講
福音，許多民眾看了、
聽了卻不悔改，請試著
用這樣的眼光看你我
所處的城市，有那些因
素容易使人蒙蔽看不
見、聽不見耶穌的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