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之靈修年 

復活節聯合讚美禮拜程序 
 

聯 合 禮 拜 講道：陳光勝牧師  司會：何堅信長老 

 司琴：林純純姊妹  領詩：賴信澤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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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第 104 首 「耶穌基督今復活」 

(台) 新聖詩第 104 首 「耶穌真正死復活」 
會 眾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啟應文 50 以賽亞 61 會 眾 

獻 詩  
Easter Cantata「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復活節清唱劇「哈利路亞！何等救主！」 
聯 合 詩 班 

聖 經 馬可福音 8:34~38 司 會 

講 道 十字架的道路 陳光勝牧師 

回 應 詩  
(華) 新聖詩第 646 首「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台) 新聖詩第 646 首「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會 眾 

奉 獻 新聖詩 第 382 首第 1、5 節 會 眾 

報告交誼  司 會 

祝福差遣  
(華) 新聖詩第 394 首「禮拜這時將結束」 

(台) 新聖詩第 394 首「此時禮拜啲欲息」 
會 眾 

祝 禱  陳光勝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8 年 4 月 1 日 

NO.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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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 耶穌的話在聖經脈絡中的位置 

� 這句話的合理性 

� 十字架不是甚麼 

� 門徒的誤解 

� 十字架的意義 

� 耶穌話語 

� 十字架的道路 

� 年度目標的反思 

� 結論 

【【【【默想和行動】】】】 
1. 你的十字架是甚麼？ 

2. 你願意為了這個十字架付上甚麼代價？ 

3. 復活的耶穌，讓我們看見了甚麼？ 

【【【【金句】】】】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可福音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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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復活節清唱劇 

(華語) 哈利路亞！何等救主！ 

 

 

 

 

 

 

 

 

 

 

 

 

 

 

 

 

 

 

 

 

 

 

 

 

 

 

 

 

 

 

Lord of the Wind and the Sea 
風及海的主宰 
 
祂就是風及海的主宰 
在一個山頂上，平靜風雨，還來拯救我 
祂就是風及海的主宰， 
醫好瘸腿，讓瞎眼看見。 
耶穌如此卑微木匠的兒子， 
上帝啟示成為至聖， 
接待眾人，強壯及軟弱， 
給尋求的人帶來真理。 
祂就是風及海的主宰， 
平靜風雨，還來拯救我， 
祂就是風及海的主宰， 
醫好瘸腿，讓瞎眼看見。 
祂用大能讓死人復活， 
讓這清水變成酒， 
在一個山頂上面用五塊餅及二條魚餵
飽所有人。 
上帝愛世人，賞賜獨生子， 
凡相信祂就能得到。 
加利利來的先生， 
祂是風及海洋的主宰。 
 旁白 
在逾越節的黃昏，耶穌知道祂和學生相
處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被門徒稱為「夫
子」的祂，像一個僕人，跪在學生的面
前，洗他們的腳，祂說：「當照著我今
天接待你們的樣式來接待別人。如此，
世人因著你們就會認識我。」之後，祂
站起來拿起餅和杯祝謝 
，說：「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
為你們捨的，當來吃，當來喝，當來紀
念我。」 
 
Gathered in the Upper Room 
聚集佇晚餐樓 
 
聚集時間已經漸漸近， 
救主對祂親人講話， 
直到祂離開的時間所剩不多， 
溫柔顯現祂心掛慮， 

The King Is Coming Today! 
今君王已經臨到  旁白 
群眾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排列 
爭先恐後，想要看耶穌一眼， 
當他們看見耶穌時，就讚美祂。 
他們呼喊就像要擁護祂作王： 
 
石頭呼叫，百姓出聲： 
祂是奉主名來的王， 
讚美萬王之王，出大聲吟詩， 
祂是奉主名來的王！ 
石頭呼叫，百姓出聲： 
祂是奉主名來的王， 
讚美萬王之王，出大聲吟詩， 
祂是奉主名來的王！ 
和散那，和散那，今君王已經臨到， 
和散那，和散那，棕樹枝鋪祂的路， 
今君王已經臨到。 
讓石頭呼叫，百姓出聲： 
祂是奉主名來的王， 
讚美萬王之王，出大聲吟詩， 
祂是奉主名來的王！ 
榮耀、讚美、尊貴都屬祂救贖君王， 
小孩出生甜蜜地吟唱和散那。 
祢是以色列的君王，是大衛的子孫， 
是奉主名來的王，應該稱讚的王。 
和散那，和散那，今君王已經臨到， 
和散那，和散那，棕樹枝鋪祂的路， 
今君王已經臨到，今君王已經臨到。 
 旁白 
群眾裡有許多人覺得奇怪，他們聽
說耶穌能醫病，還能讓死人復活，
有人曾經親眼見證這個神蹟：在結
婚宴席中祂將水變成酒；讓拉撒路
從死裡復活，醫好長大麻瘋病的
人；在一個山頂上，用一個小孩的
午餐餵飽幾千人。 
祂的學生見祂以手來平靜大風浪，
眾人都驚訝的問道： 
「祂到底是怎樣的人？風和海都順
服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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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當耶穌祈禱結束，花園不再安靜，猶大
帶一群配戴刀劍棍棒的人來捉拿耶穌到
祭司那裡審判，當祂受訊問時，有兵丁
打祂又戲弄祂。 
隔日早晨，他們捉祂到總督彼拉多面前
受審判，那裡有許多群眾聚集在外面觀
看，他們中間有人過去稱讚耶穌作王，
但是現在反過來反對祂，要求判祂死
罪。當彼拉多勉強宣判以後，兵丁將耶
穌拉開，再一次打祂，讓祂穿長袍，戴
荊棘王冠，打祂又戲弄祂，然後，他們
趕祂走過街道，準備受死，最後被釘在
十字架上，讓眾人來看，祂成為逾越節
的羔羊，為了世人的罪犧牲獻祭。 
耶穌最後看這些執行處死祂的人，祂
說：「天父，請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
道自己所做的。」最後祂因著被判死刑
的處罰，付出了祂的生命。 
 
Behold the Lamb! 
看這羊羔 
 
清晨天亮，得勝人子掛在十字架上， 
鐵鎚錘下鐵釘，穿過祂的手腳。 
祂求赦免他們，父啊，因為他們不知所
做的，他們釘一人在十字架， 
卻是羊羔獻祭。 
看這羊羔，看這犧牲獻祭， 
人子獻祂性命，讓你們自由。 
看這羊羔，祭物已經獻上，救贖已經付出。 
看這羊羔，祂孤單死在十字架上， 
父不聽祂所求。 
天色轉變像夜晚，地面開始震動， 
有一些人見證這一切，開始可以了解， 
他們釘一人在十字架，卻是羊羔獻祭。 
看這犧牲獻祭，人子獻祂性命， 
讓你們自由。 
看這羊羔，祭物已經獻上，救贖已經付出。 
看這羊羔，再也沒有別的獻祭， 
沒有別的救贖。 
無可比的上帝純潔無瑕疵的羊羔。 
看這羊羔，看這犧牲獻祭， 
人子獻祂性命，讓你們自由。 
看這羊羔，祭物已經獻上，救贖已經付出。 
看這羊羔，看這羊羔，看這羊羔。 

圍坐在桌子一起用晚餐， 
祂向他們分享父旨意。 
他們一起聚集在晚餐樓， 
預備面對即將來臨的事。 
我留給你們的平安， 
不是世間的那樣， 
是賜你們完全快樂，永遠與我同在。 
然後先生洗眾人的腳， 
不單是僕人，還有朋友。 
當你們喝這杯，還有吃這餅， 
當紀念我及我所說的。 
像我愛你們，當彼此相愛， 
像我對你們，彼此接待，讓你們發光，
讓全世間都看到我的愛。 
我將我的平安留給你們， 
不是世間那樣， 
是賜你們完全快樂，永遠與我同在。 
當知時間已經漸漸近了， 
聚集在晚餐樓。 
 旁白 
他們晚餐後，來到一個叫客西馬尼花
園的地方，在那裏，耶穌跪著祈禱，
祂面對將要臨到的，非常痛苦。更深
夜靜，聖子呼叫天父說：「請讓這死亡
的杯離開我，但是不要照我所求，按
你的旨意成就。」 
 
Gethsemane Prayer 
客西馬尼的祈禱 
 
天父，我的父，請讓這苦杯挪開， 
天父，喔，天父，讓杯離開我。 
不照我所求，不照我所求， 
照祢的旨意得成。 
喔，我的父，喔，我的父， 
請讓這苦杯離開我。 
喔，我的父， 
請讓這杯離開我。 
不照我所求，不照我所求， 
照祢的旨意得成。 
喔，不照我，不照我，照祢的旨意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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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的隔日早晨，抹大拉的馬利亞和
兩位婦女到墳墓那裡，忽然地大震動，
又有一位天使降臨， 
將石頭輥開坐在上面， 
守墓的人驚慌欲死。 
天使告訴婦女們： 
「不要怕，我知道你們是來尋找耶穌，
祂不在這裡，已經復活升天， 
當照祂所說的，趕緊去通知祂的學生。」 
她們就快快趕去通報這消息， 
他們沈重的心馬上變輕省，滿是歡喜。 
一遍又一遍不停的說： 
「耶穌已經復活！耶穌已經復活！」 
 
Christ Is Risen!Alleluia! 
基督復活！哈利路亞！ 
 
全世界歡喜，百姓出大聲： 
基督復活！基督復活！ 
死啊，你的勝利在哪裡？ 
死啊，你的毒刺在哪裡？ 
披著發光的袍子被看見， 
看哪！已經復活的王，基督復活， 
主已經得著勝利。 
與創造主全能上帝，基督要永遠掌權， 
耶穌基督復活，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耶穌基督復活，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耶穌已經復活，耶穌基督復活，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耶穌已經復活，讚美上帝！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勝過死亡救贖的愛得勝。 
耶穌復活了，死啊，你的勝利在哪裡？
死啊，你的毒刺在哪裡？ 
讚美復活王，除去痛苦陰影， 
撥開憂傷鬱悶。 
看！王已經復活， 
自墳墓復活，耶穌復活了， 
死啊，你的毒刺在哪裡？ 
死啊，你的勝利在哪裡？ 
讚美復活王！耶穌基督復活， 
讚美主君王！ 
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復活！ 

旁白 
下午，天空一片黑暗，地面震動哀號，
就像萬物都憂傷過度，許多旁觀者都
害怕閃躲，認為是上帝在生氣。 
卻有一些人無法離開，仍然雙腳站
立，雙手固定十字架。 
當他們舉目看這個他們所背叛的人
子，他們了解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嚴
重性，但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祂確實是上帝的兒子， 
代代盼望等候的救主，祂被拒絕， 
被輕看，被戲弄，被鞭打， 
然後又被這群祂所要拯救的人， 
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就像這些站在十字架前的人， 
注視滿身傷痕，已經戰勝的人子， 
我們當知： 
祂來是要拯救我們大家， 
當一起鞠躬， 
齊聲說：「哈利路亞！奇妙的救主！」 
 
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哈利路亞！何等的救主！ 
 
上帝之子，憂傷人子，何等的名。 
已經來，欲除去罪人，重新悔改。 
哈利路亞！何等救主！ 
忍受侮辱，被藐視。 
祂代替我們受責備，用寶血包容，赦免。 
哈利路亞！救主高舉起，已經得成， 
高高舉起，祂受死，祂喝聲， 
今已復活，受尊崇， 
哈利路亞！何等救主！救主！救主！ 
當祂來，榮光的王，領祂所贖回到家， 
我們要重新吟唱詩歌： 
哈利路亞！何等救主！哈利路亞！ 
何等救主！ 
 旁白 
近黃昏時，一個叫約瑟的人， 
請求把耶穌遺體移到新墓， 
他用細麻布將遺體包裹，輥一塊石頭
堵住墓洞口，為首的祭司們有聽過耶
穌說祂會復活， 
因為怕耶穌的學生會來偷走遺體， 
宣布祂已經復活， 
所以叫彼拉多派些守衛看守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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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聚集在寶座前， 
千千萬萬數不清的天使成為一體，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 
來得著權能及富裕智慧，及力量；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 
來得著尊貴及稱讚到永遠， 
祂的尊貴及稱讚到永遠，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來得著， 
我聽見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聚集， 
穿公義的衣，披榮光的袍， 
權能及富裕智慧，及力量 
 
聚集在寶座前， 
至聖是萬主的主，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 
來得著稱讚及尊貴， 
榮光及權能都屬祂， 
他們是千千萬萬數不清的天使成為一體，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 
來得著權能及富裕智慧，及力量。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 
來得著尊貴及稱讚到永遠， 
阿們！ 

旁白 
基督已經復活，今日坐在父的右邊，
聖經記載說：我們有一天要和天使、
過去的聖徒站在祂寶座前， 
在那裡無法阻止我們的讚美， 
每個人都承認耶穌是王，是救主， 
天堂只有這首歌， 
萬國萬民萬物都要吟唱： 
受死的羔羊應該得著權能、富裕、 
智慧、力量、尊貴、榮光及稱讚， 
直到永遠，代代無盡，阿們， 
這是我們永遠要吟唱的詩歌。 
 
Worthy Is the Lamb 
羊羔值得 
 
穿公義的衣，披榮光的袍， 
至聖是萬主的主， 
稱讚及尊貴，榮光及權能都屬祂， 
坐在寶座掌權。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 
來得著權能及富裕智慧，及力量； 
受死的羔羊是值得， 
來得著尊貴及稱讚到永遠， 
永遠不息！ 

教會消息 

一.復活節相關活動 

① 復活節聯合聖餐禮拜 

時間：4/4/4/4/8888((((日日日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10:0010:0010:00    

(本次受洗、轉簎的兄姊，請於上午 9:30報到。) 

歡慶救主基督復活，兄姊受洗歸入主家，同領聖餐記念主恩。 

② 宇宙光 2018 復活節特刊《從癮中復活》 

直擊現代人最代的威脅！什麼是癮？你有癮嗎？「癮」已影響無數人的生命，

宇宙光 2018 復活節專刊《從癮中復活》讓你認識癮，從癮中復活。 

每本特價 100 元。(於一樓招待處販售) 

二.清明節相關消息 

① 牧師團隊編寫清明節家庭禮拜程序單供會友掃墓時使用，有需要的兄姊請
至一樓招待處領取。 

② 4/4、4/5(三~四)適逢清明節期，教會休假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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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聖經故事傳福音講座與福音特工聚會、兒主師資培訓 
① 講座「用聖經故事傳福音」 
《你/妳相信聖經故事是有力量的嗎？》 
講師：盧慈莉宣教士  地點：和平教會 
對象：福音特工、對傳福音及兒童宗教教育有負擔的兄姊 
時間：4/14(六)  8：30-15：30 講座 
              15：50-17：00 分組活動:福音特工聚會、兒主師培   
費用：每人 100元(餐點費) 
現場提供上課用書『發現聖經故事的力量』每本 250元 
歡迎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wysbdN或掃 QR Code 

② 福音特工聚會：若當日無法參加講座者，請於分組活動時間聚會。 
③ 兒主師資培訓與招募： 

兒童主日學預定於 4/14、4/21兩日舉行招募新教師， 
師資培訓，歡迎對兒童宗教教育有負擔的兄姊，踴躍報名參加。 
(4/14同時參加「用聖經故事傳福音」講座) 

④ 活動洽詢：謝如茵幹事、武茂玲長老 

四.本月重要活動 
① 新朋友聯誼會 

4/29(日)下午 1:30-3:00於 1F01舉行新朋友聯誼會，歡迎半年內至本會聚會的
兄姊參加新朋友聯誼，報名請洽賴恩慈長老、江霽真幹事。 

② 與神僕郊遊去《和平人退修分享會》 
邀請和平出身傳道人回娘家，與會友彼此分享認識～ 
活動時間：6/17-6/18  活動地點：新竹聖經書院、北埔老街 
人數：100 人 (傳道人優先，會友以報名繳費先後次序為定，報名截止日：4/15) 
費用：傳道人及不佔床孩童免費，會友每人 1,000元。  
詳細內容請參閱報名表，報名表請洽予全幹事。 

五.以斯拉查經班 
講員：高正吉長老  時間：4/8(日)上午 8:45-9:45   
地點：6F03  歡迎退休兄姊一起查考聖經～ 

六.結婚誌慶，敬邀觀禮 
本會繆昀弟兄(繆芊苔林瑜琳夫妻之子)與曾純真姊妹訂於 4/6(五)早上 9:00
在本會五樓禮拜堂舉行結婚感恩禮拜。 

七.青壯部～新小組介紹 
① 安得烈 9小組《A/B兩組》 (A組：溫秋菊小組長；B組：周幸華小組長) 
陪伴牧養福音朋友，四月開始聚會，歡迎邀請福音朋友加入，請洽小組長。 

② 橄欖小組：陪伴牧養 35~55 歲的單身姊妹，四月開始聚會，每月第一二主日
12:00聚會，歡迎尚未有小組的姊妹加入，請洽卓璇慧小組長。 

③ 醫師小組改名為"路加小組"：(周德盈小組長) 
陪伴牧養從事醫療工作的兄姊，聚會時間為每個月第三個週三 19:30，地點在
6F01，歡迎尚未有小組的兄姊朋友加入。  

④ MV(Mission & Vision)宣教禱告小組： 
因春假改於 4/11(三)晚上 7:30 聚會，邀請聯合差傳彭書睿理事長來分享宣教
的全球展望，歡迎對宣教有負擔之兄姊一同來參加。 

八.106 學年獎學金開始申請 
申請辦法與申請表格，請參考教會網址：http://www.taipeihoping.org/ 
申請截止日期到 4/22(日)中午 12點以前，申請表繳交至辦公室給如茵幹事 



8 

 

 
 
 
 
 
 
 
 
 
 
 
 

 
 
 
 
 
 

 
 
 
 
 
 
 
 
 
 
 
 
 
 
 
 
 
 
 
 
 
 

※身心靈健康促進班(長輩小組) 
 3/21-7/25每週三 9:30 起在一樓場地，
身心靈健康促進班 (長輩小組 )運動
課程，歡迎介紹親友免費參加～ 

※社青小組 
時間：週五晚 7:30 (地點：6F03) 
日期 內容/講員 
4/06 連假活動暫停 

4/13 
從「坐」禮拜談長老宗的禮拜 
陳美玲執事 

 

團契‧小組 

※松年團契 
時間：週日早上 8:40 (地點：1F01) 
日期 內容/講員 
4/08    以斯拉查經/高正吉長老 

4/15    老人的美德/商正宗牧師 

※婦女團契 
時間：週二早上 10:00 (地點：2F02) 
日期 內容/講員 
4/03 師母時間/林秀玲師母 
4/10 民俗講座/楊博文牧師 

 
教界消息 

※2018 年馬偕盃籃球聯賽 

第一次領隊會議時間：4/15(日)下午 3:30   

地點：另行通知 

EMAIL報名：TaipeiPresbyteryBasketball@gmail.com 

詳細競賽規則內容請詳閱臉書粉絲頁「馬偕盃籃球賽」。 

※七星中會長執培訓報名(2018 第一次長執培訓) 

時間：4/14(六)9:00-15:30   

地點：和平教會 

主題：領受上帝的大能，從擔任長執開始～分組座談研討 

對象：七星中會所屬教會牧師、傳教師、長老、執事、團契同工、小組長與儲備同工。 

報名：報名費每名 100元，可於赴會當日繳交。為便利講義和餐點預備， 

      請各教會務必於 4/9(一)前網路報名。請自備水杯、餐具。 

報名網址：https://goo.gl/UR5X25  報名費每名 100元(教會支付) 

歡迎大家上網報名，鼓勵核心同工、小組長、團契同工參加 

※緬甸短宣招募 

【教師培訓隊】 

時間：7/29-8/6 地點：緬北華人教會學校 

招募：國中國文老師一名，不分階段數理科老師一名。 

服侍內容：以基督教信仰為精神，培訓緬北地區中小學華文學校教師。 

【醫療短宣隊】 

時間：9/3-9/11 地點：緬北偏鄉教會 (團費：預計 35,000元) 
招募：福音佈道同工(非醫療背景可)， 

      對傳福音有熱心，也願意嘗試跨文化侍奉者。 

服侍內容： 

�配搭醫療人員進行成人佈道、兒童佈道。 

�青年或兒童佈道晚會、禮拜服侍。 

� 報名請洽：02-28378232 
           或 EMAIL~tccpmission@gmail.com李詩慧姊妹 
� 補助辦法：請洽謝佳吟長老、王道一長老 



9 

 

 
 
 
 
 
 
 
 
 
 
 
 
 
 
 
 
 
 
 
 
 
 
 
 
 
 
 
 
 
 

 
 
 
 
 
 
 
 
 
 

代禱事項 

1.為肢體代禱 

① 請為住院會友代禱：王易君姊。 

② 請為目前接受化療之兄姊代禱。 

2.為世界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邊界，發生劇烈衝突，聯合國安理會將開會討論對策。懇求

上主憐憫那地，讓爭戰止息、讓無辜百姓不再受害。 

3.為台灣 

懇求上主祝福眾教會的復活節聚會，願更多同胞在清明紀念祖先的節期裡，

認識救贖主耶穌基督。 

4.為教會 

願上主保守下週清明假期，弟兄姊妹的外出行程，一切平安。 

5.為子會南園教會禱告 

① 求主幫助教會成為以愛為基礎的教會服事觀，在主的愛中服事上主、彼此

服事、服事這世代。  

② 請為教會全體同心合意一起投入幸福小組：4/1 密集訓練、4/22 幸福啟動、

6/17幸福慶典。學習迫切禱告、付上代價愛人、操練己身做主門徒！ 

6.為傳道人代禱 

為賴毅穗、謝怡雯牧師夫婦代禱～目前在精兵協會服侍 

① 為賴牧師夫婦這半年在台灣的述職分享,能傳遞開拓異象與使命禱告，

願神感動更多教會加入成為緬甸宣道夥伴教會。 

② 為牧師的長子阿特 7月即將在緬甸仰光就讀國際學校(英語為主，緬語為輔)

禱告，求上帝幫助他適應,並預備需用的學費。 

③ 牧師的次子阿福長期受異位性皮膚炎之苦,求上帝醫治。 

④ 為緬甸政局穩定、宗教自由開放禱告,願主保守所有宣道師在當地的服事

是安全受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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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園教會 

110001 1,000 
110236 3,000 
小計 4,0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120111 600 
110001 2,000 
小計 2,600 

台南神學院 
110424 500 
110291,110329,160082 1,000 
080212,100011 2,000 
有志 3,400 
070009 10,000 
小計 20,900 

創世記查經班 
週間聚會獻金 4,000 

復活節獻金 
100025 1,000 

義賣收入 

講道集 2,800 

場地奉獻 

七星中會教社部 4,000 

青少年崇拜 
週間聚會獻金 1,019 
    

【3/24~3/30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3/26 轉帳 110058 1,000 

3/30 轉帳 080014 6,000 

感恩奉獻 

補登 現存 140002 200,000 

3/29 匯款 150004 120,000 

3/30 轉帳 080014 10,000 

復活節奉獻 

3/30 轉帳 080014 3,000 

場地奉獻 

3/27 轉帳 120151 16,500 

3/29 現存 精兵協會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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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17766 台北富邦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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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和平分行 
          480-221-04070-0  
郵局劃撥帳號：(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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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1 

月定奉獻 
100013,110028 2,000 
110236,110415 3,000 
110316 3,500 
110464 4,000 
110001 5,000 
130098,160082 6,000 
090087 8,000 
040057,070162,110129 10,000 
070016 12,000 
170007 15,000 
080015 42,600 
170004 60,000 
小計 202,100 

感恩獻金 
110443 100 
090086,090088,090102,100074 
130083,150012 

1,000 

110001 2,000 
110084 3,000 
110036 12,000 
110268 100,000 
小計 1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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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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463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293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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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08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1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30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敬拜團 15 泰澤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周元元牧師  97 4/12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4/06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02 以斯拉查經 25 4/08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7F05 讀書會 35 4/08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5 4/08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2 師母時間 26 4/03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6F04-5 連假聚餐趣 31 4/07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01 查經 12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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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4/15 喜樂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0:00 6F05 楊重任弟兄 12 4/08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約翰館 林英洲長老 7 4/07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 7F05 朱淑芬執事  4/08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執事 4 4/15 
☺☺☺☺橄欖小組 每月第 1、2 主日 12:00 6F01 卓璇慧執事  4/08 
☺☺☺☺親子成長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2:30 BM 周元元牧師‧陳光勝牧師 黃丹力姊妹‧陳麗雅姊妹  4/15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 主日 11:30 B205 蔡雅如執事  4/08 甘泉小組A/B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約翰福音15-19 章 17 4/03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B202 陳群鈺姊妹 9 4/10 安得烈8小組 每月第1、3 週二19:30 6F02 周幸華執事 5 4/03 但以理讀書會 每隔週週二 19:30 6F01 情緒有關係 8 4/10 長輩小組 週 三 每週三  9:30 B2 趙國光長老 35 4/10 MV 小組 每月第 1 週三 19:30 1F01 彭書睿理事長  4/11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三 19:30 6F01 周德盈弟兄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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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K.B 小組 週五 每週五早上 10:00 2F02 陳群鈺姊妹/王雪枝長老 16、8 4/13 社青小組 週五 19：30 6F03 連假活動暫停  4/13 客家小組 週 六 每月第 4 週六 10:00 6F02 何堅仁長老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B204 周德盈弟兄/黃瑞榮長老 17 4/28 十字路小組 每週六晚上 19：00 6F04-5 王道一長老 20 4/07 查 經 班 創世記查經班 週六 10：00-12：00 5 樓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4/28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 2 週主日 8:45 6F03 高正吉長老  4/08 詩班樂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101 張中興團長 18 4/08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4/03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陳約劭弟兄  4/07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3、4樓禮拜堂 吳釗宏弟兄  4/07 提摩太敬拜團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3：30 B204 吳釗宏弟兄  4/15 社   區 
和平 183 週二 14：00 1F01-02  24 4/10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1F01-02 張素椿姊妹 11 4/11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乾美穗子姊妹 10 4/11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9：15 2F02 人與生命 14 4/12 F .M.媽媽小組 週五  9：30 6F01 沈月蓮長老 8 4/06 樂齡生活創意班 週五 14：00 1F01-02 蕭崑杉弟兄 19 4/13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17 4/20 社區關懷據點共餐 每週二、週三、週五 11：50 1F01-02  65、70、58 4/3、4/6 讚美操禱告小組 每月最後一主日 11:30 7M01 林英洲長老 5 4/29 

☺☺☺☺ 表示本主日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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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   日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復活節聯合讚美禮拜 禮 拜 招 待 組長-邱寶瑩 林芷伊、盧叡、盧永濱、高桂惠 新 朋 友 關 懷 陳莞弦、邱誠理 影 音 組 長 墜添成 音控影像燈光 周聰傑、吳夏語 投 影 李騰蛟 愛 餐 婦女團契 預備組長：王雪枝 恢復組長：陳鋒駿 禱 告 侍 奉 邱寶瑩 4/8 

 
 

主 
 
 

日 

          下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復活節聯合禮拜聖禮典 講 道 周元元牧師 司 會 陳秀英 司 琴 周靜瑜 領 詩 戴佑龍 獻 詩 成契詩班 禮 拜 招 待 組長-陳妙瑛 江豐盛、周寶秀、黃昭勳、孫蘭 新 朋 友 關 懷 陳惠周、何堅仁 影 音 組 長 墜添成 音控影像燈光 吳宏安、周聰傑 投 影 盧叡 愛 餐 愛餐小組 1 預備組長：吳雅真 恢復組長：卓璇慧 禱 告 侍 奉 何堅信  主   日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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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 引言 

屬靈&不屬靈 
二、 約翰福音背景 

《約翰福音》的作者，以一個不論是希羅文化或是猶太文化背景都能理解的
方式談論耶穌，但也大膽挑戰希羅思想及猶太思想。 

三、 道與自己的關係 
1. 道(Logos)：「理性」，希臘人所理解，神管理宇宙的法則；「話語」，

猶太人熟悉上帝的話語滿有力量。綜合希羅思想與猶太思想，「道」是約翰
可以用來描寫耶穌最接近的字。 

2.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約 1:1)，「有」是 being，道絕對自主地
存在，不只比被創造的有形世界更早出現，他就是萬物存在的原因。 

四、 道與上帝的關係 
1. 道與上帝有親密的互動，基督非常認識上帝，他們是可以區別的兩位。 
2. 道就是上帝，基督擁有與上帝相同的性格、本質、心思意念。 

所以道與上帝是—「子上帝」與「父上帝」的關係，基督可以將父上帝
很好地表現出來。 

五、 道與世界的關係  
萬物藉著道被造，也藉著道繼續存在著，道是一切生命的源頭。 

六、 道與我們的關係  
1. 引導人生命的光。 
2. 人可選擇接受或不接受。  
3. 接待耶穌基督的人就會成為上帝的兒女。 
「道成肉身」打破人的想像： 
1. 上帝的獨生子願意成為肉體的形象，與人們互動，並受到時空限制。 
2. 過去沒有人親眼見過父上帝，但人們可以看見耶穌。 
3. 「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待耶穌。 

七、 應用  
從我們的生活中反省。 
W.W.J.D.—What would Jesus do?「耶穌會怎麼做」 
W.W.J.D.—What would John the Baptist do?「施洗約翰會怎麼做」 

八、 結論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接受真光，也見證真光的上帝兒女。 

【【【【默想和行動】】】】 
1. 你接受真光了嗎？真光已經來到，也持續地照耀每一個人，你願意接受

真光嗎？     
2. 你願意見證真光嗎？當我們更加認識基督，我們就更能向人表明基督。 

【【【【金句】】】】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約翰福音 1:9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之靈修年 

黑暗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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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黑暗中的光 

經文：約翰福音 1:1-14 

主講：潘潘潘潘叡叡叡叡儀傳道師儀傳道師儀傳道師儀傳道師 

時間：二０一八年三月四日 

一、引言 
    弟兄姐妹們平安，感謝上帝讓我

們在一週之後，再次一同來敬拜上

帝。不知道大家這週過得怎麼樣？這

禮拜，我跟先生一起搭公車回家時，

聽到公車上有兩位太太聊天聊得特

別起勁，似乎是在講過年時去哪玩。

其中一位太太講了一個詞彙—士林

(台語)—特別大聲，先生很興奮地轉

頭跟我說：「他們是基督徒耶！我聽

到她說『屬靈』。」我對先生說：「她

們剛剛在講士林官邸，是士林的台語

『士林』啦！」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會不會像

我先生一樣這麼注意身旁的基督

徒？我們可能都會對屬靈的事情特

別敏感。一方面這是好的，表示我們

對靈性的關心；但另一方面，也會有

些危險，就是我們可能會誤以為，沒

有直接與信仰相關的事情就是不屬

靈的。例如：讀上帝的話語餵養靈

性，是屬靈的；吃美食填飽肚腹，是

不屬靈的。讀神學著作啟迪思想，是

屬靈的；種花種草陶冶性情，是不屬

靈的。週日到聖殿敬拜上帝，是屬靈

的；週一到週五打卡上班，是不屬靈

的。我所舉的例子，顯然都不是壞

事，但我們在比較之下，還是會有高

低之分。這樣的分別不只在這個時

代，其實早在第一世紀的羅馬帝國就

有了。 

二、約翰福音背景 
耶穌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出

生、成長、傳道、受苦、受死、復活、

升天，早期教會也在羅馬帝國的統治

下發展成型，也因此，即使基督教根

源於猶太信仰，耶穌基督的信徒仍受

到希臘羅馬的宗教、文化、思想(簡

稱希羅思想)影響。 

    對希臘人來說有兩個世界，一個

是真實的世界，在真實的世界中，偉

大而真正存在的事物會存留到永

遠，是靈魂居住的世界；另一個是感

官的世界，也就是我們肉體居住的世

界，雖然我們生活的世界有許多美好

的地方，但只是暫時的，是真實世界

的影子，是複製品。也就是說，我現

在使用的麥克風，是複製品，大家坐

在一個美麗的禮拜堂中聚會，這個禮

拜堂也是複製品，複製的來源—真實

世界—有所有樣本原來的樣子，比感

官的世界還要高層次！進一步來

說，希臘人認為看不見的思想、精神

比可見的物質更高層次。而神是屬於

心靈層面，是高尚美好的，那神一定

沒有感官上的感覺，也不會受苦，人

的肉體以及居住的世界會是腐壞

的、是邪惡的，所以神不可能與我們

的世界直接接觸。《約翰福音》就是

在對這樣的世界觀說話。 

    在我們的教會傳統中，認為《約

翰福音》是由十二使徒之一、西庇太

的兒子約翰所寫，《約翰福音》與《馬

太》、《馬可》、《路加》三本福音書比

較起來很不一樣，這三本福音書有許

多共同的資料，但《約翰福音》卻是

獨樹一格，並喜歡使用象徵性、兩相

對照的詞彙，例如「光明」與「黑暗」。 

   《約翰》沒有像《馬太》、《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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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部福音書記述耶穌誕生的事，不

像《馬太》從以色列的始祖亞伯拉罕

往下記載耶穌家譜，也不像《路加》

從耶穌，往上追溯家譜到人類的始祖

亞當。對約翰來說，他以一個見證者

的角度來述說對「道成肉身」的領

悟，他直接破題，以一個不論是希羅

文化或是猶太文化背景都能理解的

方式談論耶穌，但也大膽挑戰希羅思

想及猶太思想。 

三、道與自己的關係 
    希臘人原來就有道(Logos)的觀

念，「道」在希臘文被理解為「理性」，

是神管理宇宙的法則。如果你問一個

希臘人：「一年四季為什麼可以交替

不息？」他會說：「是神的道！」或

是問：「人類為什麼可以思考、推

理？」、「每一天白晝跟黑夜為什麼可

以輪替地井然有序？」一個有希臘思

想的人會回答你：「宇宙的秩序是來

自神的道。」 

   「道」也有「話語」的意思，猶

太人完全熟悉上帝的話語滿有力

量，《創世記》便記載著「上帝說：

要有光，就有了光。」猶太人認為道

是神聖的，但又與父上帝不同。所以

綜合希羅思想與猶太思想，「道」是

約翰可以用來描寫耶穌最接近的字。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和

合本)更直接的翻譯是「宇宙被造以

前，道已經存在」(現代中文譯本)，

意思是說，道在上帝創造天地以前就

存在了，就像在《出埃及記》3:14，

上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太初有道」及「自有永有」的「有」

都是 being 的意思，道絕對自主地存

在，他不只比被創造的有形世界更早

出現，他就是萬物存在的原因。 

四、道與上帝的關係    

「道與上帝同在」或是說「道在

上帝面前」、「道與上帝面對面互

動」，讓我們看到道與上帝的親密關

係。他們有團契生活，既然道跟上帝

可以互動，那他們一定是可以區別的

兩位。「道就是上帝」這樣的宣告對

猶太人來說很特別，因為猶太人相信

的一神信仰，不認為上帝之外還有別

的上帝，但對基督徒來說，這就是父

上帝與子上帝的關係，這也是基督教

最難以用文字說明的部分之一。我們

相信獨一的上帝，但聖父上帝、聖子

上帝、聖靈上帝卻不相對等。「道與

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讓我們知

道，耶穌基督一直與父上帝同在，所

以基督非常認識父上帝，基督是上

帝，所以基督擁有與父上帝相同的性

格、本質，因此基督在世上時可以將

父上帝很好地表現出來。基督在世上

所做的一切及感受的一切，就是父上

帝會做、也會感受到的。 

五、道與世界的關係  
    父上帝是宇宙創造的主宰，「萬

物是藉著道造的」幫助我們明白，創

造世界是父上帝、子上帝、聖靈上帝

共同的工作，萬物不只藉著道被造，

也藉著道繼續存在著，道是一切生命

的源頭，道就是人的光。 

   「光」在《約翰福音》中出現了

二十多次，我們可以很容易了解約翰

的比喻，在地球上，陽光、空氣、水

是構成生命的三要素，陽光可以協助

人體營養物質的合成，以及廢物的排

出。光對人體的重要，不只在身體

上，也在心理上，在緯度比較高的國

家，人們甚至會因為冬天日照時間大

幅度減少而產生季節性憂鬱。光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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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引導人的

腳步。 

六、道與我們的關係  
   耶穌曾對眾人說：「我就是世界的

光。跟從我的，必不在黑暗裏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8:12) 耶穌是

世上的光，引領人的方向，如果在黑

暗中走路必定會跌倒，但跟從世上的

光，就能走得穩，而人在黑暗與光明

間是有選擇權的。耶穌說：「光在你

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

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

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

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

為光明之子。」(12:35-36)  

    儘管光是如此重要，但卻不是人

人都接受耶穌基督的引導，「光照在

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人對光

很直覺的反應是要遮擋，這不是指人

物理的反應，而是指人心靈的狀態。

「光來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

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3:19) 習

慣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不願意認識

光，寧願選擇黑暗，因為當光照出罪

惡的行為時，一時間會感到痛苦、會

想要抗拒，我們或多或少都有經驗，

是當別人指出我們的不是時，第一時

間會想要反抗，甚至因為面子、因為

習慣、因為比較舒適而執意選擇繼續

做不對的事，光照在黑暗中也是如

此。約翰感嘆地描述耶穌「在自己的

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

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

的人倒不接待他。」(1:10-11) 「不

認識」不是說不知道有耶穌這個人物

存在，而是說沒有真正地認識耶穌，

與耶穌有生命的連結，世界上很多人

知道有耶穌這個人，但卻沒有接受耶

穌。 

    那要怎麼樣接受耶穌呢？「凡接

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

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1:12)。

「接待」是人際關係中一個很親切

的行為，接待耶穌的人，就是接納

耶穌、相信耶穌之名的人，「名」不

僅是一個人的名字，也包括整個人

所代表的一切，例如：一個人的個

性、一個人會怎樣思考、怎樣對待

人……等。接待耶穌的人，就是知

道耶穌的身分、使命、權柄，並且

來信靠他的人。耶穌給予這樣的人

很大的恩典跟權利，就是成為上帝

的兒女。上帝兒女既不是透過人自

然生育的過程產生，也不是透過人

的意念、願望產生，人亦沒有辦法

靠自己的行為來努力成為上帝兒

女，成為上帝的兒女只能靠上帝的

恩典，只要接受耶穌就可以了！ 

     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父上

帝的獨生子耶穌成為肉體的樣式，

住在人們的中間，「『住』在我們中

間」有暫時搭帳棚、寄居的意思。

這一個歷史事件表示一件事，成為

「人」的道，他要像所有活在世上

的人一樣，受到時間、空間的局限，

活在該時代的背景、律法之中，他

會受到肉體限制，無法瞬間移動到

各地、不能無所不在。上帝有肉身

這件事，打破了希臘人認為身體是

邪惡的觀念、打破希臘人認為上帝

不會直接管理世界的想法，也打破

我們對屬靈、不屬靈的分別。 

     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在以

色列歷史中，父上帝雖然持續透過

立約及拯救彰顯他的恩典及真理，

但是連神人摩西都沒有親眼見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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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而成了肉身的耶穌卻讓眾人

看見。人們可以在耶穌的生活中看

見恩典與真理，也因為耶穌與上帝

有親密的關係，人看見耶穌，就是

看見父上帝。 

     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光會

照亮「每一個人」與約翰時代的思

想很不同，希臘思想認為有些知識

是為少數的菁英分子設立的；羅馬

人鄙視北方的蠻族，把蠻族當做低

等人；猶太人也憎惡外邦人。但世

界的真光耶穌基督居然是照亮「每

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認識耶

穌、接受耶穌、信靠耶穌。雖然耶

穌基督道成肉身是兩千多年前在巴

勒斯坦的事，但耶穌基督這真實可

靠的光，仍然持續地照亮每一個人

直到現在(原文有「持續」照亮的意

思)。 

七、應用     

    如果沒有耶穌，我們都是活在黑

暗中的人。我還沒信主時，若是對生

活有所疑惑，就會求神拜佛，遇到不

同情況還要拜不同的神明，求姻緣拜

月老、遇考試拜文昌帝君，除此之

外，每個月固定到土地公廟報到，每

年到觀音廟報到。我在這樣的循環

中，不覺得有甚麼問題，就連教師甄

試要考教學演練，我也先試教給我們

家供奉的菩薩看。我的生命看起來充

滿了光，但卻也常常迷惑，例如：我

到廟裡求籤，若求到不好的籤，我會

問神明可不可以重抽一張？如果神

明允許，我就會繼續抽到自己滿意為

止，但這樣的滿足只能帶給我短暫的

平安。信主後，回頭看才明白基督以

外的引導都不是真正的光。世界上的

光有許多種，有些光只是真理的閃

爍，會迷惑人、混亂人，或許可以引

導一時的方向、但更多時候是讓人更

迷失。耶穌基督才是真光！就算成為

基督徒了，跟從真光引導也會是一生

的功課。有基督徒朋友分享，有時會

想透過算命、看星座來預測自己的人

生，但是虛假的光只會讓人的心更不

安定。我們真的需要時常親近主，詩

篇 36:9「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

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跟從光，才有真正的生命。 

    會讓基督徒迷失的光，不只是其

他的宗教信仰，也會有人誤將信仰很

好的屬靈領袖當作真光。今天的經文

談到為光做見證的約翰，就是很好的

提醒。這位約翰不是耶穌的十二門

徒，這位是施洗約翰，他傳悔改的

道、為人施洗，不少人將施洗約翰與

基督混淆，但施洗約翰不是基督。施

洗約翰自己也說過：「他(基督)必興

旺，我必衰微。」本來人們會到施洗

約翰那受他洗禮，但耶穌出現後，眾

人都往耶穌那裡去，施洗約翰並不因

此嫉妒、難過，因為引領人到耶穌面

前正是他的目的。有一句很流行基督

教俚語：「 W.W.J.D.—What would 

Jesus do?」意思是「耶穌會怎麼

做？」，許多人喜歡配戴 W.W.J.D.的

手環提醒自己在做任何事之前要想

想耶穌會怎麼做，但我想將 W.W.J.D.

做另一種詮釋「What would John the 

Baptist do?—施洗約翰會怎麼做？」 

    為什麼這樣說呢？最近，基督教

界有個消息，有「二十世紀最偉大的

佈道家」之稱的美國牧師葛理翰

(Billy Graham)在本月 21 號辭世，

享壽 99 歲，葛理翰生前佈道 70 餘

年，足跡遍佈全球 185 個國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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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估計有超過 2 億人聽過他的佈

道，許多當今的基督教領袖都曾受他

影響。當葛理翰的棺木運回他的家鄉

時，有上千人在街頭目送致意、悼念

他一生的侍奉，還在世的歷屆美國總

統都將會出席他的葬禮。這位讓人崇

敬的佈道家或許讓不少人視為這個

時代的光，但是也有人發現，在他忙

於佈道工作的同時，與子女聚少離

多，葛理翰成為缺席的父親，當然也

換來孩子的叛逆。葛理翰的不完美提

醒了我們，每一位跟隨基督的人都是

不完美的，葛理翰不是真光，基督徒

不是要跟從像葛理翰這樣的名牧

師，基督徒是要跟從基督的真光。但

葛理翰做了一個很美的工作，就是用

一生見證真光。我們無法、也不該成

為上帝，「 What would John the 

Baptist do?—施洗約翰會怎麼做？」

我們可以像施洗約翰、像許多屬靈前

輩一樣，引人到基督面前、讓人被真

光引導。 

    大家有看過這張衛星圖嗎？認

得出來這是甚麼地方嗎？這是北

韓，很明顯地與接壤的南韓、中國有

很大的不同，北韓是目前全世界最封

閉的國家之一，在黑夜中，北韓非常

地黑暗，只有首都平壤有比較明顯的

亮光。我第一次看到這張圖時，內心

有很深的難過，因為北韓以及整個世

界有這麼多坐在黑暗角落的人，這些

沒有光亮的地方，有許多受苦的人

民，他們沒有機會聽聞福音，或是他

們聽過耶穌的名字，但沒有真正認識

耶穌是誰。但當我再更深默想時，意

識到這些在城市中閃爍的光仍不是

真光，黑暗不只存在於窮鄉僻壤、黑

暗不只存在於受壓迫的人民中，黑暗

也存在於繁華熱鬧的城市之中，但是

真光就像太陽的光一樣大方、不偏心

地普照在每一個人身上，照在每一個

角落。 

八、結論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

所有的人。」(1:9) 你接受真光了

嗎？真光已經來到，也持續地照耀每

一個人，你願意接受真光嗎？所有接

受真光的人，就是相信耶穌的人，也

就得到上帝的恩典，成為上帝的兒

女。 

    你願意見證真光嗎？也許你很

願意見證，但不知如何見證，就像與

父上帝親近的基督可以表明天父一

樣，當我們更加認識基督，我們就更

能向人表明基督。在教會的靈修年，

鼓勵大家繼續有穩定的靈修生活，時

常親近主。也鼓勵大家，把握教會的

成人主日學課程，藉由授課老師的解

說，以及與弟兄姐妹們一同的討論學

習，可以更加認識上帝。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接

受真光，也見證真光的上帝兒女。我

們一起來禱告：天父上帝，感謝你差

遣你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來到世上，透過耶穌基督在世上所做

的一切，讓我們更加認識你的恩典及

真理。求你幫助我們，不再倚靠自己

在黑暗中找方向，幫助我們接受從你

來的真光，用一生跟隨耶穌基督，成

為你的兒女，也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

人。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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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邵佳瑩姊妹 2018.3.18 我要來分享我在神研班的工作坊聽到關於獨立音樂的領受和心得。 我接觸獨立音樂是從大學才開始，因為從小是音樂班又在教會司琴，所以主要聽的不是古典樂就是詩歌，那在大一的時候因為幫班上一個在吉他社的同學伴奏大提琴，所以慢慢接觸流行區塊中比較不一樣的音樂，然後在一次擔任一個兩人組別大提琴伴奏的比賽後，我就開始去聽這種音樂，因為覺得他每一首都有自己的特色、風格，然後旋律也很特別，反正聽著聽著就有了興趣開始去接觸，那真正自己參與是在大二的時候，因為學姊要出國留學，所以就問我說：誒～你是不是之前有幫忙拉過這類型的音樂，那我有一個團你想不想試試看？所以、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我就去面試，然後就通過了！從那時候開始我的生活就多了一個音樂種類叫「獨立音樂」。 我開始會跟他們一起固定每星期練團，然後去表演或比賽，也在不知不覺中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一些器材設備的知識，那更多的是我認識了獨立音樂的文化，我看到他們不管風格是憤怒的、憂鬱的、開心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是做出自己生活中最寫實的情感，這情感包括對社會的諷刺、對人生的絕望、對性的渴望等，那這樣的音樂往往都是不加修飾被赤裸的唱出來，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這種音樂雖然很棒，但是回歸到正常思維又好像太暴露了！變得有點粗俗。那待久了之後，我漸漸產生一些負面想法，就會覺得自己參加這種樂團和班上同學相比起來很沒有氣質，如果以一個正常音樂系的學生可能會去參加亞青、樂興之時這類可以充實自己音樂領域內涵的古典樂團，就是追求音樂性、運弓或是樂句分析，但是我卻加入了一個只追求聲響效果、情感氛圍的樂團，我會覺得和班上同學的差距越來越遠，因為我很另類，然後剛好我也開始在思考我未來的方向，想說這種樂團好像沒辦法實際幫助到人，沒辦法透過生命影響生命的傳福音，然後我又超害怕上台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表演者，反正就是種種的埋怨一直出現，我也不太敢跟團員說，除了不知道怎麼表達，也因為那時正好是樂團走上坡的時候，所以我終於要開始講到神研班了！ 就在寒假的時候我報名參加神研班，他很棒的一點是每天晚上會有不同議題的工作坊，你可以自由選擇，我在第一天就被一個標題吸引，他的標題是「從創世記到草東沒有派對」，主講者是致均傳道，他透過草東沒有派對介紹獨立樂團對於這世代的影響，從金曲獎最佳新人獎得主的頭銜切入，帶我們看到獨立樂團反應了 90後台灣人民對現實社會的挫敗感，並提到很多獨立樂團就是專門寫底層社會的黑暗面，讓聽眾可以去感受小人物的心情寫照，透過歌聲和他們站在一起，像濁水溪公社就是一個代表性樂團，而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在聽完這些音樂後是不是也能和這些人站在一起，而不是打著聖潔的名號要求他們悔改，卻不願意陪伴他們。聽完傳道的分享，我赫然發現原來我參與的樂團就是這麼樣的棒！我也是在為神發光、我不是異類，我用不一樣的方式在榮耀神，而且也是用音樂服事神！就跟我在教會彈敬拜團服事是一樣的。 這之後我開始改變對樂團的看法，在瀏覽我們粉專的訊息時，看到了幾個令人感動的訊息，他的內容大致是這樣「憂鬱症已經讓我好幾次在死掉與放棄的邊緣 從好久好久以前就開始這樣的循環 循環到已經沒有家人繼續相信或在意這樣的病況 他們只覺得是我的胡鬧……非常的 謝謝你們 雖然我還是不愛自己與這個世界 但我想 我愛你們 會愛你們的每一首音樂 真的謝謝你們」又或是「我是最近才知道你們的音樂，很喜歡也很有感觸，我是 12 年國教第一屆的學生，因為沒有考上父母想要的學校，他們逼我再考轉學考，卻不知道我已經得了憂鬱症，每個禮拜必須看身心科並找諮商，我不敢告訴他們，只能默默承受。想請你們在專輯上寫些鼓勵我的話可以嗎？」，看到主唱回覆給他們溫暖的話語，雖然隻字不提信仰，但這樣的陪伴不就是生命影響生命嗎？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 2:9」，我從來都不知道神會使用這個讓我覺得很世俗的樂團來傳遞愛，也讓我經歷到很多舊價值觀的轉變！祂的邏輯真的不是我可以體會的，但感謝神，就算我一直覺得我的琴藝不夠精進，祂仍然使用我、使用我所在的樂團去傳揚愛！將一切榮耀歸給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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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18 年 4 月 2 日 至 2018 年 4 月 6 日 

日期 經文 默 想 題 目 

4/2 

(一) 

約翰福音 

第 19章 

1. 耶穌被捕前曾為門徒祈求，祈求天父幫助他們合而
為一(約17章)；耶穌在十字架上將母親託付給門徒，
將門徒託付給母親。在這樣的祈求與託付中，我們
看見甚麼？ 

2. 耶穌被釘十字架這件事，彼拉多、祭司、群眾、
兵丁、耶穌的母親、所愛的門徒各有甚麼回應？
這不同的回應給我們甚麼樣的思考與提醒？ 

4/3 

(二) 

約翰福音 

第 20章 

1. 哀傷、懼怕、懷疑，在跟隨主的人生路上，我們可曾
有過這些感受？邀請復活的主進入我們的內心，
再一次對我們說話。 

2. 耶穌對多馬說：「那沒有看見卻信的有福了。」聽過
一位姊妹說：「也許真正的信心就是帶著疑惑繼續
向前」。你會怎麼詮釋這條信心之路呢？ 

4/4 

(三) 

約翰福音 

第 21章 

1. 在信仰群體中，我們會為了跟別人比較，而模糊了
自己跟隨主的焦點嗎？ 

2. 愛主、跟隨主、餵養主的羊，我們可以怎麼具體
實踐出來？ 

4/5 

(四) 

詩篇 

第 90章 

1. 祈求憐憫、慈愛、恩寵、堅立，是因為詩人相信上帝
是他的盼望與倚靠。上帝在我們心中的形象是甚麼
樣子？我們能否更多倚靠祂？ 

2. 從這首詩篇中選幾句最有感觸或收穫的詩句，成為
自己向上帝的祈禱。 

4/6 

(五) 

詩篇 

第 91章 

1.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與他
同在」我們身旁是否有正經歷患難的人？陪伴他們
一起來到上帝面前祈求。 

2. 「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我的上帝，你是我所倚靠
的。」詩人連用三個「我的」呈現出一種親密的
「我與祢」關係，這位讓人稱祂為天父的上帝，也
等候我們更多親近祂、倚靠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