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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感謝主恩七十冬 注神整隊主同工 

主日禮拜程序 
 

第一堂禮拜 講   道：潘叡儀傳道師 第二堂禮拜 講   道：潘叡儀傳道師 
 司 會：陳詞章執事  司 會：林士洋長老 
 司 琴：孫愛光長老  司 琴：林純純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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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華) 新聖詩 第 305 首「我心靈啊，你要歌頌」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305 首「我的心神，你著唱歌」 
信 仰 告 白  尼西亞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第一堂 (華)    聖詩 啟應文18詩篇67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啟應文16詩篇67 

獻 詩 
第一堂 La Foi 信仰 孫 琬 玲 姊 妹 
第二堂 Because He Lives 因為祂活 希 幔 詩 班 

聖 經 耶利米書 45:1-5 司 會 

講 道 
第一堂 
第二堂 

「不要圖謀！」 
「莫得圖謀！」 潘叡儀傳道師 

回 應 詩 
第一堂  (華)  新聖詩 第 22 首「主上帝右手」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22 首「主上帝正手」 

奉 獻 
第一堂 

新聖詩 第382首 第 1、5節 會 眾 第二堂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頌 讚 
第一堂 (華)  新聖詩 第 398 首「普天之下萬國萬民」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386 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祝 禱  潘叡儀傳道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三堂禮拜 講   道：潘叡儀傳道師 司 琴：李以諾弟兄 

 司 會：王銘益執事 領 詩：羅達中弟兄 
敬 拜 讚 美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尼西亞信經 會 眾 
歡 迎 禮  司 會 
見 證  劉 配 君 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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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 45:1-5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不要圖謀！」 潘叡儀傳道師 
回 應 詩 歌 「我要看見」 會 眾 
祝 禱  潘叡儀傳道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7 年 8月 20日 

NO.1751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詩篇 100 篇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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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 前言 
1. 《耶利米書》在希伯來聖經中，是先知書最長的一卷。 
2. 我們可以輕易進入耶利米的內心世界。 
3. 不容易被注意的角色：以伯米勒、巴錄。 

二、 巴錄在艱難的環境中，看不見上帝的大作為 
1. 《耶利米書》背景：亞述帝國逐漸衰敗，巴比倫帝國興起。 
2. 耶和華差遣耶利米做悔改的呼籲及傳達審判的信息，猶大的領袖、百姓不理會。 
3. 巴錄出現在四處，大部份的時候他沒有台詞(32:9-16、43:1-7、36:1-32、

45:1-5)，從 45 章可以知道巴錄的心聲。 
4. 「圖謀」是尋找、渴求的意思；「大事」指耶和華為以色列行的事(申 10:21)。 

三、 偶爾我們陷在困境中，也看不見上帝的心意 
我們以為在為上帝做大事，但其實是按著自己的心意籌算。 

四、 上帝要巴錄看見祂祂祂祂的作為 
1. 看哪(      )： 
(1)「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毀；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45:4) 

           � 看見耶和華的心腸、看見耶和華的掌權。 
(2)「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必使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使你自己 

的命為掠物。」 
           � 看見耶和華的保護。這保護也要臨到所有倚靠上帝的人。 
  (3) 看得更遠：七十年之後，被擄的人要歸回，上帝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2. 上帝不只在意民族整體的屬靈情況，祂也願意堅固個人生命，像是巴錄；

另一方面，巴錄的心聲，也代表廣大餘民。 
3. 不要圖謀圖謀圖謀圖謀，乃要尋求尋求尋求尋求(      )(      )(      )(      )： 

  「不要圖謀圖謀圖謀圖謀！」(45:5) 
  「你們尋求尋求尋求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29:13) 

五、 上帝要我們看見祂祂祂祂的作為 
當記下的書卷不被重視，為何上帝還要巴錄去記？因為上帝訓練的不只是

那時代的百姓，上帝也在訓練巴錄的忠心與順服。上帝也在各樣景況中，
磨練我們的生命。 

六、 結論 
1. 回望過去七十年，也看向未來七十年，看見我們在上帝永恆的時間中。 

2. 尋求上帝心意、看見上帝心意。因著看見上帝心意，我們可以不再圖謀！ 

【【【【默想和行動】】】】 
在禱告中與上帝面對面：我是否為自己圖謀大事？或是，我願意專心尋求
耶和華。 

【【【【金句】】】】 
「耶和華啊，祢曉得我，看見我，察驗我向祢是怎樣的心。」耶利米書 12:3a 

 

 

 

 

 

� 歡迎上週主日接受幼兒洗、成人洗及轉籍的兄姊加入本會� 
幼兒洗幼兒洗幼兒洗幼兒洗：：：：張詠佳    
成人洗成人洗成人洗成人洗：：：：謝世良、溫秀芬、范玉惠、鄭淑今、駱威丞、吳怡蕙、魏宏宇 
他他他他宗轉籍宗轉籍宗轉籍宗轉籍：：：：廖碧茹、呂珍瑜 
本宗轉籍本宗轉籍本宗轉籍本宗轉籍：：：：周乃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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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一.小會公告 
本會將於 9/39/39/39/3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009:009:009:00 舉行聯合禮拜舉行聯合禮拜舉行聯合禮拜舉行聯合禮拜(請留意)，結束後召開臨時會員和會，
改選長老執事。請會友檢視陪餐會員名單，如有需更正的，請於 8/30(四)之前
告知長老或辦公室，當天無法出席者，須向辦公室請假，以利順利成會。 

� 當日停止愛餐供餐；惟顧及和會進行以致延後散會的時間，僅備輕食提供
參與和會的會員與其在教會內等待的家屬。 

二.七十週年紀念特刊 
七十週年特刊已經出版了，請至一樓招待處索取。和平教會信徒以一家領取
一冊為原則，領取時簽名登錄；信徒個人若需索取一冊以上，在簽名時需註明
數量及原因。 

� 感謝編輯委員王偉華長老、沈月蓮長老、陳美玲執事和眾同工們的服事擺上。    

三.創世記查經班 
8888/26/26/26/26(六)上午 9:009:009:009:00於五樓禮拜堂，由蔡茂堂牧師主講，歡迎兄姊一起查考聖經。 

四.平安七月生命分享會-小馬的生命見證 
時間：8/268/268/268/26(六)下午 3:00 
地點：三樓禮拜堂 
七星中會北二區邀請藝人倪子鈞(小馬)於和平教會舉辦見證分享「因為軟弱，
所以勇敢」，請兄姊踴躍邀請福音朋友參加，報名費 100 元(每人一份餐盒)。
凡邀請福音朋友(慕道友)的會友及其福音朋友的報名費由教會負擔。 
報名請洽：沈月蓮長老、賴恩慈執事。 

五.信仰課程 
【信徒教育課程秋季班】 
信徒教育課程秋季班將於 9/10(日)起開始上課，本季有五門精彩課程，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接受信仰裝備。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起開放報名，請參閱週報夾頁。 

� 基要真理：曾煥雯執事，週日 9:00-9:50 
� 與自己更靠近：吳雅莉牧師，週日 9:45-11:15 
� 舊約綜覽 I：陳光勝牧師，週日 11:30-12:30 
� 約翰福音查經：賴信澤長老，週日 11:30-12:30 
� 用聲樂法說話與唱歌：駱惠珠老師，隔週六 14:00-16:00 
【主日學師資招募】 
時間：9/2、9/9(六)下午 1:00-5:00，兩週研習課程。地點：6F03 
對象：歡迎對兒童宗教教育有負擔的兄姊一起來接受裝備。 
報名：請洽辦公室謝如茵幹事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台灣神學院「神學系」】 

�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在一樓入口處側邊擺設「報名服務處」，介紹下學期(9/18 開始)所安
排的各類課程及優惠方案。有意願進修裝備的會友，歡迎前往索取招生簡章，
也可以在現場完成選課及報名。 

六.颱風天主日禮拜因應報告 
1. 依據颱風來襲前晚台北市政府發佈的上班通知為準。 
2. 若發佈不上班，教會則改為一堂 10:00 的聯合禮拜(主日當天不預備愛餐) 
3. 在週六重排一堂同工的輪值，並一一與輪值同工電話確認。 
4. 主日當天無法前來服侍的同工，請通知主任牧師或辦公室，以便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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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部消息 
※國小生命教育 
【招募九月新學期說故事志工】 
時間：每週四 8:00~8:40 進班國小 
             8:00~8:30 進班幼稚園 
             9:15~11:00備課讀書會 
備課讀書會地點：約翰館，歡迎兄姊參加。 
詳情請洽：辦公室林予全幹事 

繪本館消息 
由張素椿老師導覽繪本館及凱迪克獎
簡介，每場人數約 12名，歡迎有興趣兄姊
於開館時間至繪本館登記預約。 
導覽日期：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8/27 
導覽時間：週日下午 2:00-3:00 
開館時間：每週五-週日下午 1:00-3:00 

【招募志工】 
請於開館時間到繪本館報名，將擇期培訓
相關知識與資訊。 
 

宣道部消息 
※緬甸短宣招募 
【緬甸醫療短宣隊】 

 時間：12/20-12/27 

 地點：緬甸北部華人教會 

 招募： 
(1)福音同工：非醫療背景可，對傳福音

有熱心，也願意嘗試跨文化侍奉者。
配搭醫療同工進行成人佈道、兒童
佈道，並預備青年或兒童佈道晚會、
參與禮拜服侍。 

(2)醫療同工：牙科醫師 1-2名，與馬偕
醫院團隊配搭進行義診。 

� 團費：預計 35,000元 
� 報名請洽：02-28378232或 E-MAIL
至 tccpmission@gmail.com 李詩慧
姊妹。 

 

七.和平183樂活關懷站招生 
教會推動社區長者關懷，自 9/12 起開辦 14週綜合課程，歡迎年滿 50歲兄姊
報名，並邀親友參加，報名表請至一樓招待處索取。    

八.繪本館暑期強檔特展 
� 一是舉世聞名的美國 Caldecott圖畫書獎作品英文版 130多本。此獎自 1938年
開始，每年頒發金銀牌，是圖畫書界的盛事，歡迎兄姊也能來欣賞。 

� 另為小學兒童預備 50 本優良中文少年小說，此乃多年前會友參加民生報少年
小說獎的獎品，歡迎喜歡文字閱讀的小朋友來看書。 

� 兄姊蒞館閱讀，可由約翰館進出，活動訊息請參考教會網站、粉絲頁。 
*開館時間：每週五-週日下午 1:00-3:00 
*繪本館 FB：https://goo.gl/35F9VV 

九.宣教心視野｜開課資訊 
《宣教心視野 Perspectives Study：Program》（簡稱PSP）是一門專門講述基督
教普世宣教重任的性質、目的、成就、現狀，以及待完成任務的課程。 

� 時間：9/20-12/27每週三晚上 6：30至 9：30（共計 15堂課） 
� 上課地點：和平教會 1F01教室 
� 費用：4,500元（8/31前報名繳費者可享早鳥價 3,600元） 
此課程費用不含教材費。 

� 報名方式： 
① 聯合差傳吳姊妹或金姊妹 
TEL：2321-2915/E-mail:perspectives.taiwan@gmail.com 

② 網路報名� https://goo.gl/F74TJc 
十.總務部消息 

為維護汽車升降機的使用壽命與車梯乘載限重 2000 公斤的設施規格，同時
亦顧及汽車進出 B3 車梯時必要迴旋空間的有限，自八月起即請駐衛保全范先生
與櫃台志工，管制 2000cc以上不適合的車種及車型（含：中大型休旅車、
自用轎車、2噸級以上的貨車...等）進出使用。敬請大家諒解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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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為肢體代禱 

① 為住院的肢體代禱：柯清敏兄。 
② 為住護理之家肢體代禱：施石娟娟姊(施愛玲姊的母親)。 
③ 為教會長輩代禱：張雅玲姊、陳文子長老、林柯錦錠姊、楊佩韘姊。 

2.為世界 
歐洲各國受到數十年來最嚴重乾旱，造成農產品銳減與森林大火等災害。願上帝
保守極端氣候狀況趨緩，居民能免受缺水酷熱之苦。 

3.為台灣 
全台發生無預警大停電造成營業損失與各地災情。願上帝保守政府相關單位能深入
檢討肇因，並研擬完整的應變措施防止事件再次發生。 

4.為教會 
① 感謝主，金華國中服務隊七天的行程一切平安順利，願上帝保守出隊的國中生，

因為營會期間所接觸到的福音信息，能成為他們生命中的祝福。 
② 9/3 長執改選，願上帝親自帶領選舉過程有上帝恩典的帶領。 

5.為子會南園教會禱告 
① 為 9/8-9/9 教會生命更新營禱告，願主保守每個學員都順利參加，並且在其中

得著聖靈充滿及豐富的收穫。 
② 為核心同工的體力和信心禱告，求主擴展我們的心靈彊界，與神同行。 

6.為傳道人代禱 
為蔡國山牧師代禱〜目前在台灣工業福音團契服侍 
① 請為萬華弱勢家庭事工團隊八月份於恩典之家舉行「傳講聖經故事」婦女
培訓及暑期英語營、「福音課程」班級活動禱告，懇求主堅立所作的工。 

② 請為中桃區團隊前往台北監獄與三峽收容所探訪伊斯蘭背景的印尼勞工
並傳福音守望代禱，目前有些印勞已決志信主，懇求主繼續施行奇妙救恩。 

③ 潭福中心為陪伴社區越南新住民家庭，週六下午舉行「越南語」教學，主日
晚上舉行「中文班」教學，並舉辦媽媽成長班，教導已信主之新住民婦女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課程，請為同工的擺上和神的恩典臨到禱告。 

藝文消息 

「樂聖貝多芬傳奇-來自巴黎的樂饗」 
 音樂會 
時間：8/28 (一)晚上 7: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曲目：貝多芬：《費黛里奧》序曲、
《合唱幻想曲》、《三重協奏曲》 
指揮：孫愛光長老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 
獨奏/協奏：小提琴/吉爾曼‧普雷斯，
鋼琴/陳冠宇、李芳宜，大提琴/鄭伊晴 
合唱：成大校友合唱團 
     台北 YMCA聖樂合唱團 
有興趣聆賞者請聯絡何堅信執事
(0975-251538) 

 

團契‧小組 

※  婦女團契 
時間：週五早上 10:00(地點：2F02) 
日期 內容/講員 
8/22 音樂百寶箱/紀華冠老師 

※  社青團契 
時間：週五晚上 19:30(地點：6F03) 
日期 內容/講員 
8/25 詩歌歡唱/張希如執事 

※  長輩小組 
【芳香療法與按摩】 
時間：9/6(三)早上 9:30 
地點：2F02 
邀請本會青年蕭如雅前來上課，每人
工本材料費 200 元，歡迎邀請家人或
朋友一起報名。 
報名請洽辦公室 Joy幹事、庭褆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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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02 13,000 
130015 30,000 
小計 170,000 

感恩獻金 
080212,130083 1,000 
070209,140004,150006,150090 2,000 
100072 3,000 
060003 10,000 
110326 30,000 
小計 53,000 

南園教會 

070003 2,0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060001 300 
170002 500 
120111,有志 1,000 
小計 2,800 

場地奉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丰恩社會服務協會 2,000 

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150090 1,500 

救災基金獻金 
120136 500 

義賣收入 

講道集 800 

少年團契 
週間聚會獻金 94 

 
【8/13~8/18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8/13 轉帳 100068 2,000 
8/15 轉帳 080112 2,000 

感恩奉獻 
8/17 匯款 060033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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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onate 台北富邦 1,000 
6/11 ***57005 台北富邦 38,567 
7/18 現存-東門 台北富邦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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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奉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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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敬愛的兄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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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43,557 

幼幼 835 

幼主 740 

兒主 585 

小計 45,717 

月定奉獻 
110135,110463 500 

070224,110018 1,000 
070093,110291,110432,110452 
150010,170002,170031 

2,000 

040099,060010,070254,110236 3,000 

070167 3,500 

110229,110464,150018,170056 4,000 

070004,113069 5,000 

160082 6,000 

130005 7,000 

090087 7,500 

080149,113089 9,000 

040057,110129,15006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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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拜 類別 時間 場地 上週人數 第一堂禮拜 主日  8：30 三樓禮拜堂 396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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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35 8/27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1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敬拜團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02 陳光勝牧師/許素菲執事 29 8/24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02 樂活讀經  8/27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7F05 讀書會 10 8/27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28 8/27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2 音樂百寶箱 18 8/22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查經 10 8/25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陳約劭弟兄  8/26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6F04-5 與十字路小組聯合聚會 15 8/26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01  16 8/26  

小   組   聚   會 

腓立比小組 主     日 
每月第 1、3主日 11:30 6F02 陳詞章執事  9/24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8/20 喜樂小組 每月第 2、4主日 10:00 6F05 楊重任弟兄 26 8/27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主日 13:45 約翰館 林英洲長老  8/27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主日 11:30 7F05 朱淑芬姊妹  9/10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主日 11:30 6F04 許素菲執事 7 8/20 親子成長小組 每月第 3主日 12:30 BM 周元元牧師‧陳光勝牧師 林英聖牧師‧卓清惠師母  8/20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主日 11:30 B206 蔡雅如執事 12 8/20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放暑假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B202 陳群鈺姊妹 5 8/22 安得烈8小組 每月第1、3週二19:30 6F05 周幸華執事 12 9/5 但以理讀書會 每隔週週二 19:30 6F01 情緒有關係 Part2-8 4 8/29 長輩小組 週 三 每隔週週三  9:30 1F02 趙國光長老 32 9/6 醫師小組 每月第3週三19:00 6F01 周德盈弟兄 7 9/20 哈娜小組 週四 每月 2、4 週四 11:00 BM04 周元元牧師‧陳光勝牧師  8/24 早禱小組 週 五 每週五早上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8 8/25 K.B 小組 每週五早上 10:00 2F02 王雪枝長老 18 8/25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9:00 6F01 高桂惠執事  9/8 客家小組 週 六 每月第 4週六 10:00 6F02 何堅仁長老  8/26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週六 15:00 B204 周德盈弟兄/黃瑞榮長老  9/23 十字路小組 每週六晚上 19:00 6F04-5 王道一執事 15 8/26 查 經 班 創世記查經班 週六  9:00 5 樓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8/26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 2週主日 8:45 6F03 高正吉長老 43 9/10 詩班樂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101 張中興團長 24 8/27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8 8/22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3、4樓禮拜堂 羅達中弟兄 6 8/26 提摩太敬拜團小組 每月第 3主日 13:30 B204 羅達中弟兄  9/17 社   區 和平 183 週二 14:00 1F01-02 電影欣賞  8/22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1F01-02 張素椿姊妹  8/23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亁美穗子姊妹  9/6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9:15 2F02   8/31 F .M.媽媽小組 週五  9:30 6F01 沈月蓮長老  放暑假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讚美操禱告小組 每月最後一主日 11:30 7M01 林英洲長老  8/27 

☺☺☺☺ 表示本主日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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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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維倫 0921-246-055 weilun992014@gmail.com 
關懷牧師 ： 楊博文 0938-011-589 bwyang0402@gmail.com 
外展牧師 ： 周元元 0932-577-054 yuan.moira@gmail.com 
教育牧師 ： 陳光勝 0937-929-001 kongseng1102@gmail.com 
宣 道 傳 道 ： 潘叡儀 0919-337-481 card701211@hotmail.com 
教會電話： 2351-0087  教會手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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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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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舜蘋、許信介、陳怡如 蔡政道、林芷伊、曾豊鈞 楊嘉林、蔡宜真 謝敏圓、李易真、王函悠 新朋友關懷 林瑜琳 沈月蓮、吳如香 胡周書羽、繆芊苔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墜添成、吳宏安 墜添成、吳宏安 墜添成、林根業 投 影 王恩旭 葉嫦懿 陳彥琳 愛 餐 夫婦 3,4 家 預備組長：徐仁全 恢復組長：王雪枝 禱 告 侍 奉 王偉華 見 證 劉配君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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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博文牧師 司   會 徐仁全 許信裕 蔡雅如 司   琴 謝佳吟 張希如 鄭竹君 領   詩  潘致偉 陳群鈺 獻   詩 陳長伯 雅歌詩班 提摩太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王銘益、陳月樺、卓絢玲 陳妙瑛、江豐盛、周寶秀李婉瑜、盧叡 謝敏圓、蔡育芬、趙盈智 新朋友關懷 賴恩慈 簡恩義、鄭麗珠 黃瑞榮、蔡雅如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墜添成、王琬姿 墜添成、曹木針 周聰傑、林根業 投 影 邱誠理 李騰蛟 潘薇茹 愛 餐 成人團契 預備組長：林素華 恢復組長：曹木針 禱 告 侍 奉 王雪枝 見證 周大衛   主   日   學 

班級別 時間 本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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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B203 陳錦慧執事   9/3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卓清惠師母‧李敏萱老師 14 小 16 大 8/27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3 第 72課：耶穌的教導與差遣 17 8/27 兒童班 主日  9：50 B2 禮拜堂 第 86課：警醒盡力  8/27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7F04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5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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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8/20  吳雅真 張宏哲 陳怡宜 高雅怡 曹沛瑄 郭銘茹 陳非比 張宏哲 陳韻玲 陳光勝  8/27  吳雅真 潘叡儀 陳錦慧 楊承恩 孫德芬 楊琴朱 曹沛瑄  陳毓文 劉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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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I. 前言: 救恩如同痲疹 

II. 基督信仰兩大表現 (太 23:23) 

1. 宗教儀式行為 

2. 生活倫理行為 

III. 跟過耶穌無關因素 

1. 高深學位 (林前 8:1) 

2. 名望地位 (加 2:6) 

IV. 跟過耶穌兩大特徵 

1. 遇到軟弱缺欠者有慈悲 

2. 面對逼迫困境時有勇氣 

V. 如何才能跟主腳蹤 

1. 悔改相信 Repent & Believe (徒 20:21) 

2. 勤讀聖經 Read the Bible (提後 3:16-17) 

3. 三省吾身 Review the Life (詩 77:6) 

4. 領受聖靈 Receive Holy Spirit (多 3:5) 

VI. 結論： 

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前 11:1) 

2. 耶穌的榜樣 

a.恩典：遇到軟弱缺欠者有慈悲 

b.真理：面對逼迫困境時有勇氣 

c.溫柔：彼此關係態度上有謙卑  

【默想和行動】 

1. 跟過耶穌有那三大特徵？ 

2. 跟過耶穌無關因素是啥？ 

3. 要如何才能跟隨主腳蹤？ 

【金句】 

「你們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感謝主恩七十冬 注神整隊主同工 

跟過耶穌 

蔡茂堂牧師 

福音週報 

2017年8月20日 

NO.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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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跟過耶穌 

經文：使徒行傳 4:13 

主講：蔡茂堂牧師 

時間：二０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I. 前言: 救恩如同痲疹 

大家平安！很高興回來與大家

一起敬拜神。今天想與大家談談，你

周圍的人如何認出你是跟隨耶穌的

人？而跟隨耶穌的人有什麼特點？

在 30、40 年代的台灣有一種病叫痲

疹，得病的小孩會滿臉通紅、轉黑、

發高燒，引致肺炎而死亡。後來因醫

療改善、發明疫苗，這種病就不再出

現。由於它感染的症狀非常明顯，因

而有人曾比喻「信耶穌就像得痲

疹」、「救恩如同痲疹，發得滿臉滿

身，一眼就可認清。」在今天的經文

裡「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

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

認他們是跟過耶穌。（徒 4:13）從這

一節可以看見彼得約翰有兩個特

點，一是有膽量，一是他們是沒有學

問的小民。一般人會因自己有學問、

有地位，而有膽量發表高論。可是，

這兩個人既沒學問，又沒地位，他們

憑什麼有膽量？  

這一節經文的背景是，彼得約翰

去聖殿禱告時，奉耶穌的名，醫治了

一個在旁行乞的瘸腿乞丐。那些反對

耶穌的人，把他們告到法院，因而他

們被帶到法院審問。所以從這節經

文，我們要學兩個功課。一是，別人

有困難時需有慈悲之心幫助他人。二

是，自己身陷困難時，仍有膽量勇氣

堅持所信。亦即，看見別人軟弱欠缺

的時候，有慈悲之心。因自己的信

仰，受到逼迫、困難時，有勇氣。除

此之外，牧師還要再多加一點，如果

在教會裡面大家意見不同的時候，需

要有謙卑。 

II. 基督信仰兩大表現(太 23:23) 

別人如何發現你是信耶穌的人

呢？一是，從你星期天所作的事得

知；一是，從你週間作的事得知。耶

穌講：「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

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

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

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

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太 23:23）這

裡提到兩種表現，一是「薄荷、茴香、

芹菜獻上十分之一」，一種是「公義、

憐憫、信實」。薄荷、茴香、芹菜都

屬調味的菜，一道菜中，只需小小的

用量，而這些法利賽人、文士在這些

小小的事非常認真，仔細依照規定奉

獻。但是，這種敬拜神的認真態度，

卻沒有反映在日常生活的表現上。處

事是否公道？說話是否誠信？待人

是否心懷慈悲，解人之困？這些都是

在週間別人看得到的。這兩類的表

現，分別可定義為「公義、憐憫、信

實」是指生活倫理行為；「薄荷、茴

香、芹菜」是指宗教儀式行為。 

1. 宗教儀式行為 

有哪些宗教儀式行為呢？ 

每日靈修祈禱：當人談戀愛時，

每天總會通上電話，或是用 line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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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這舉動代表著對對方的在乎。同

理，靈修祈禱也是如此，人若是在乎

神，自然每天就會想跟祂聊聊天，聽

祂講講話。在韓國的基督徒每天清晨

四點，就會到山上、山洞禱告，他們

稱之為叫禱告山、叫禱告洞，在那邊

禱告一個小時，五點再回家梳洗準備

上班。他們的教會因而很興旺，所

以，台灣很多的牧師，去韓國教會學

習禱告山、禱告洞的禱告。只是這樣

的宗教儀式行為，是個人的事情，是

自己跟神的關係。 

熱心教會侍奉：剛才有幾位敬拜

團的同工，帶領我們敬拜讚美，這就

是熱心教會侍奉。有些人當執事、當

長老，不只作工沒領錢，還會奉獻，

所以他們是熱心教會侍奉的人，可以

幫助教會的事工順利運作。但是，如

果你的朋友沒有來教會，他們怎麼會

知道你在教會所作的事？ 

獻身全職傳道：有些人不僅是熱

心教會侍奉、熱心傳福音，最後，更

領受神的感動，獻身當全職的傳道

人。像我就是如此，當了十幾年的醫

生，後來神感動我獻身當傳道人。 

只參加主日崇拜：有些人也許沒

有每天靈修禱告，沒有參與教會服

侍，也沒有獻身當牧師，但他每週日

都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這也是一個

宗教儀式行為。而這個行為若加一個

字就完蛋了，就是「只」字－只參加

主日崇拜。耶穌說：「聽見我的話就

去行的，他像一個人蓋房子，深深的

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發大水

的時候水沖那房子，房子總不能搖

動，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惟有聽見

不去行的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蓋房

子，沒有根基水一沖，隨即倒塌了，

並且那房子壞得很大。」（路 6:49）

注意！耶穌說有兩種人，一種是聽見

就去行；一種是聽見不去行，他們都

在蓋房子。而我們星期天到教會參加

主日崇拜、聽牧師講道，就像是蓋房

子。但是，蓋的方法卻有不同，聽見

有行為的，就是房子蓋在磐石上，遇

到大水沖刷，沒有問題。而聽見卻就

不去行的，就是房子蓋在沙土上，大

水來了，土石流掏空地基，房子就垮

了。因此，我們需要將從宗教儀式行

為中得到的教導，轉變成日常的生活

倫理行為，這樣參加主日崇拜才有意

義。一年 52 次的禮拜，神便有機會

藉此慢慢地調整我們，別人也會漸漸

看出你是跟隨耶穌的人，而不僅只是

一個禮拜徒。 

2. 生活倫理行為 

要如何把宗教儀式行為轉變成

生活倫理行為呢？就是，遇到軟弱欠

缺的人，要有慈悲。信仰面對逼迫困

境時，要有勇氣。我們在彼此關係的

態度上，要有謙卑。 

我生命的故事深受一個跟過耶

穌的人的影響，那個人就住在我們家

隔壁，他叫蘭大弼。他是彰基的院

長，一位英國人，是英國皇家院士，

神經科醫師。在我念初一時，蘭醫師

夫婦每個禮拜天的晚上，會邀請初一

的孩子到他們家吃晚餐。就像喜宴酒

席一般，兩張有轉盤的大桌子，專業

的廚師，十二道菜陸續上桌，招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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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些營養不良，面有菜色的孩子。

不過，他們有一個要求，就是進到他

們的餐廳，只能用英文交談。於是他

們夫婦二人，一人一桌，不用餐，不

斷用英文詢問每個孩子學校狀況，家

中狀況，……。孩子們也必須用英文

回答，如果不小心講了台語，就必須

罰站，但是站著，還是可以享受美

食。當時，我並不明白他們的用意，

但是當我自己準備出國，需要考托福

時，才明白那時候蘭醫師夫婦他們用

心良苦，為了我們這些孩子的前途，

免得我們英文的聽、說能力不足，阻

礙我們將來出國進修的機會。所以在

那個時候，我心裡說：「如果這個是

基督教，這個我要。」就這樣，讓我

變成基督徒，還變成牧師，一直到今

天。為什麼？因為我看見一個跟過耶

穌的人。他沒有講基督的大道理，沒

有逼我查聖經，或是開佈道會對我傳

福音。他只是活出來，讓我看見他會

願意幫助這些弱勢的、軟弱的孩子；

而且不是給他們錢，是培養他們能

力，幫助他們可以站起來。我還清楚

記得那時候他們曾教我們唱一首英

文歌，正是今天經文的背景。 

Silver and gold have I none, 
But such as I have give to the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rise up and walk; 
He went walking and leaping and 
praising God, 
Walking and leaping and praising Go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rise up and walk. 

金和銀我都沒有，我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穌聖名， 

叫你起來行走。 

他就行走著跳躍著讚美主， 

行走著跳躍著讚美主。 

我奉拿撒勒人耶穌聖名， 

叫你起來行走。 

III. 跟過耶穌無關因素 

1. 不學無術：高深學位  

跟隨耶穌不在乎你的學問是高

深，還是淺薄？不過，有學問的人比

較不容易跟隨耶穌。為什麼？因為容

易覺得自己了不起，而不易跟隨別

人。保羅說：「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 8:1）我

喜歡英文的表達「Knowledge Puffs Up, 
Love Builds Up」。Puffs 是泡芙的意

思，亦即外面很好看，但裡面卻是空

洞。保羅是指知識就像泡芙有好看的

外表，可是裡面沒有內涵--愛心。要

有愛心，才能使人感動。就像蘭醫師

令我感受到愛心的是，他對我們那些

孩子所付出的一切，而非他英國皇家

院士的身分。是愛心造就了我，不是

他的學位。台語有一個詞叫「膨風」。

它是形谷水蛙求偶時的行徑。為求在

眾蛙中脫穎而出，娶得美嬌娘，年輕

水蛙模仿年長水蛙的聲音。但是，無

論如何，總有一天蛙規會破掉，人家

還是會看見你的真面目。所以，要讓

人家真的感動，不是裝得很好看，而

是真心願意幫忙，對人有愛心，才是

正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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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民小民：名望地位 

保羅說：「至於那些有名望的，

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干。神不

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

加增我甚麼。」（加 2:6）所以，地位

也不是耶和華上帝在乎的。跟隨耶

穌，有地位也好，沒地位也好，這些

都不是祂看重的，祂看重的是你是否

真的有愛心？ 

IV. 跟過耶穌兩大特徵 

1. 遇到軟弱缺欠者有慈悲 

耶穌基督曾遇見一個人，手不能

動，因而對他心生憐恤。但是這天是

安息日，是不能作工的，眾人要看耶

穌會如何面對。「耶穌怒目周圍看他

們，憂愁他們的心剛硬，就對那人

說，伸出手來，他手一伸，手就復了

原。法利賽人出去，同希律一黨的人

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可

3:5-6）結果，耶穌本於他的慈悲，

醫治了這個軟弱缺乏的人。 

2. 面對逼迫困境時有勇氣 

但他也得罪了兩種人，一種叫作

希律黨，一種叫法利賽黨。為了幫助

一個可憐的跛手的，耶穌的慈悲，卻

使得他得罪了在朝、在野的黨派。他

們不只是對付他，還想把他幹掉，要

把他除滅。最後，耶穌真的被判死

刑。 

所以，為了自己的理想、信仰，

有勇氣。為了別人的軟弱、欠缺，而

慈悲。耶穌有這兩個特點，耶穌的門

徒彼得約翰也有這兩個特點。 

 

V. 如何才能跟主腳蹤 

我們可以透過四個 R，學習跟隨

耶穌腳蹤。 

1. 悔改相信 Repent & Believe 

(徒 20:21) 

這張是達利畫的圖，這個人站在

下面，他仰望掛在十字架的耶穌，這

個是一個立體的畫。它表達著，耶

穌！我們必須先仰望他，然後才能來

跟隨他。就如同講壇王子司布真說：

「基督必須先是你的救主，然後才能

成為你的榜樣。」所以，要跟耶穌的

人，第一個 R 就是要悔改，願意相信

耶穌，讓耶穌的生命進到你的裡面，

然後，你再開始「跟」  

2. 勤讀聖經 Read the Bible  

(提後 3:16-17) 

當我們悔改、受洗之後，就要開

始查經，因為耶穌的生平，只有記載

在聖經裡，所以讀聖經，才能知道耶

穌的所言、所行、所想，進而跟隨祂。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

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提前 3:16-17） 

3. 三省吾身 Review the Life  

  (詩 77:6) 

接著，除了看聖經，還要自我反

省：「耶穌這樣作，而我又怎麼作？

差多少？」如此才會進步。所以應該

要學習姐妹照鏡子，看自己哪裡還有

缺點、污點？才能把它清除掉。這就

是自我反省。東方的哲人－曾子說：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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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是指三件事，為人作事情是否認

真？與朋友交流，是否有信用？別人

所傳講的，聽了是否練習、照作？所

以，第三個 R 就是的 Review your 

Life。自我反省才會知道自己差耶穌

差多遠，才知道哪裡需要改善。西方

的哲人－蘇格拉底也說：「生命缺乏

自省，就失去其價值。」不僅如此，

聖經中的詩人－亞薩的詩也說：「我

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

裡也仔細省察。」（詩 77:6）所以，

不管是曾參、蘇格拉底、或亞薩，都

教導一個態度，一個人想要成長，就

必須要能夠反省。 

在此分享一個小故事，在美國的

的芝加哥是四季分明的氣候，冬季時

遍地冰雪覆蓋，春天時則花草欣欣向

榮。故事發生在一個美滿和樂的家

庭，當時是初春冰雪未融的時節，每

天媽媽都會在午後用心地為家人預

備豐盛美味的晚餐，讓辛苦工作一天

的爸爸，回到家中能夠身心都得到休

息、飽足。這天媽媽如常地在廚房忙

碌預備菜餚，而家中小女兒則在尚被

冰雪覆蓋的後院中玩耍。初春的暖陽

雖未能使冰雪盡退，但大地已感受到

春天的氣息，地裡的小花小草已冒出

頭來準備報春了，小女兒看見可愛的

小花蕊，欣喜地在園中採集，急忙地

握著小花進入廚房，呼喚「媽媽、媽

媽…」，一個不留意，被媽媽撞了一

下，引來媽媽的喝斥：「我不是跟妳

說，媽媽在廚房忙的時候，不要來

吵！爸爸快下班了，我要快點把晚餐

準備好。你怎麼又來吵。」小女兒受

驚，哭著跑到樓上去。之後，媽媽準

備好晚餐、爸爸回來、全家和樂吃完

飯、收拾完畢。就在上床睡覺時，媽

媽習慣性地想一下今天發生什麼事

情，才想到自己炒菜時，女兒曾到廚

房來，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事？因此，

媽媽下床到廚房去，發現地板上被她

踩爛的花，黃黃的，還黏在地上，還

有一些草。心想：「女兒可能是要來

告訴我春天來了。」因此，轉身走上

樓，敲女兒房門，問：「妳睡了嗎？」

女兒說：「還沒！」「媽媽可以進來

嗎？」「可以。」進去後，媽媽第一

句話說：「下午四點多……。」女兒

開始大哭地說：「我沒有要吵妳，我

沒有要吵妳。」媽媽急忙說：「沒有！

沒有！媽媽現在是要來問妳說，妳下

午四點多，是不是到後院摘了花，要

跟媽媽說春天來了。」女兒說「是啊！

是啊！我沒有吵妳。」媽媽抱著她，

跟她說「對不起！媽媽那時急於炒

菜，都沒問就責怪妳，還撞了妳一

下。請妳原諒媽媽。」就因為這位媽

媽有這個回想的習慣，女兒那天下午

的委屈都化解了。所以，我們每一個

人如果每一天要睡覺的時候，都能稍

微反省一下一天所言所行，我相信，

我們的婚姻、我們的家庭、我們的親

子關係、我們職場的關係，應該會更

好。 

4. 領受聖靈 Receive Holy Spirit  

如果你是基督徒，還有一個好

處，就是第四個 R。除了悔改、受洗；

每天靈修、讀經；並且反省自己之

外，上帝還賜下聖靈。所以第四個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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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Receive Holy Spirit。「他便救了

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

聖靈的更新。」（多 3:5）因為聖靈是

一個很溫柔的聲音，祂會讓我們的生

命更新。即使你的良心不知道你是否

罪人，聖靈會提醒你。但是你必須要

給聖靈機會，你需要有一段時間安

靜，你才聽得到那個聲音。 

所以，我們有四個 R，這樣的話，

你可以來跟隨耶穌。 

VI. 結論 

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保羅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

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為什

麼保羅這麼說？因為現在我們並沒

有辦法直接看見耶穌，而來效法他，

我們只有從效法基督的人身上來看

到基督的樣子。這是惟一的方法。就

像我在初一的時候，看到一個英國的

醫師，他讓我看到他是一個效法耶穌

的人，所以，我也變成一個願意效法

耶穌的人，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

若要傳福音，就要向神禱告說：「讓

我成為一個別人看了會羨慕，會說：

『如果這個是基督教，我要。』」這

樣就可以了。 

2. 耶穌的榜樣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

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 1:14）

有恩典、有真理這兩個東西。並且，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

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

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心

是輕省的。」（太 11:28-30）你們看

我的樣子是柔和謙卑，謙卑的人就可

以得享安息。 

所以，我說我們今天有三個功課

可以學習。 

a.恩典：遇到軟弱缺欠者有慈悲 

b.真理：面對逼迫困境時有勇氣 

c.溫柔：彼此關係態度上有謙卑  

禱告 

主耶穌，求祢幫助我們，讓我們

不要只是作禮拜。讓我們每次來禮

拜，都盼望從聖經中學到一點生命的

道理，不只是知識增加，也讓我們的

生命得到轉變。願從今天起，讓我遇

到別人軟弱欠缺的時候，可以多一點

點的慈悲。在我們的信仰，遭到逼迫

困難的時候，可以多一點點的勇氣。

當教會弟兄姐妹意見不同的時候，可

以多一點點的謙卑，我們這樣跟祢禱

告，奉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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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17 年 8 月 21 日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 

日期 經文 默 想 題 目 

8/21 

(一) 

耶利米書 

第 49章 

1. 群體要如何不被自己的聲勢與心中的狂傲所蒙蔽呢？ 

2. 上帝是攝理全地的主，對我們而言有甚麼樣的意義？ 

8/22 

(二) 

耶利米書 

第 50章 

1. 從審判、回歸到赦免，那些點擴展了我們對上帝的

認識？ 

2. 當我們真實向上帝認罪悔改，上帝就赦免我們的罪。

為此恩典獻上感謝。 

8/23 

(三) 

耶利米書 

第 51章 

1. 今日世界上哪些地方仍充滿著人為的苦難？請我們

為此祈禱。 

2. 上帝對巴比倫的審判也顯明上帝對以色列的拯救，

這章經文中我們看見上帝給以色列百姓甚麼樣的應許？

(5、10、19、24、36節) 

8/24 

(四) 

耶利米書 

第 52章 

1. 耶利米書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經文是甚麼？ 

2. 我的生命因為讀過耶利米書而有甚麼不同？ 

8/25 

(五) 

耶利米哀歌 

第 1章 

1. 「上主啊，求祢看顧我！」這是我們多麼熟悉的禱告。

為可以倚靠上帝獻上感謝。 

2. 有人在危難中嗎？向他們分享這位可倚靠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