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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之靈修年 

聯合禮拜聖禮典程序 
 

聯 合 禮 拜 講道：蔡維倫牧師  司會：賴信澤長老 

 司琴：林純純姊妹  領詩：戴佑龍執事 

   

同 心 歌 頌 預備心敬拜上帝 會 眾 

序 樂 安靜等候神 司 琴 

宣 召  司 會 

聖 詩 
(華)  新聖詩 第 15 首「萬有清新多亮麗」 

(台)  新聖詩 第 15 首「萬有光明極美麗」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尼西亞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華)  新聖詩 啟應文 49 以賽亞 55 
(台)  新聖詩 啟應文 49 以賽亞 55 

司 會 

獻 詩 主，聽到我禱告嗎? Lord, can you hear us praying? 雅 歌 詩 班 

聖 經 約拿書 3:1-5,10、4:1-11 司 會 

講 道 跟著約拿去旅行(二)：大魚、蓖麻和蟲子 蔡維倫牧師 

回 應 詩 
(華)  新聖詩 第 315 首「天父的愛真豐盛」 

(台)  新聖詩 第 315 首「天父恩典真正大」 
會 眾 

洗 禮  蔡維倫牧師 

恭 守 聖 餐 新聖詩 第 369 首「超過阮的想像」第 1-3 節 蔡維倫牧師 

奉 獻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祝 福 差 遣 
(華) 新聖詩 第 369 首「超越人心想像」第 1、4 節  

(台) 新聖詩 第 369 首「超過阮的想像」第 1、4 節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8 年 8 月 12 日 

NO.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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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和其他卷先知書有何不同？ 

二、約拿第二次的機會—這次我是認真的(拿 3:1-5) 

1.約拿選擇逃離的可能原因。 

2.約拿傳講的一句信息。 

3.百年前台灣宣教的梅監務牧師和他的信息。 

4.尼尼微城舉國上下悔改的原因何在？ 

5.小結—心中浮現的三個字，大家覺得會是什麼？  

三、故事還沒有結束—在新的轉折中被上帝調整的生命眼光(拿 4:1-10) 

(約拿 4:2-3) 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

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

了比活著還好。」 

1.蓖麻、蟲子和東風的記號。 

2.約拿所認識的上帝是怎樣一位上帝？(彼後 3:9) 

四、結論 

1.從先知約拿的身上，我們好像看見自己。 

2.心中再浮現的三個字，你覺得會是什麼？ 

3.大家是否會好奇，那個約拿後來怎麼了？ 

【默想和行動】 

1.在你我生命中，是否也存在著好些特別的記號，提醒著我們在這條信仰道

路上的歷程，對你來說什麼是你生命中的大魚、蓖麻和蟲子？ 

2.約拿最後體會上帝的慈愛，你我可願意成為這位慈愛上帝的見證人？ 

【金句】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因為他有恩典，有憐

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約珥書 2:13)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8/13(一) 8/14(二) 8/15(三) 8/16 (四) 8/17(五) 
進度 約拿書 3 約拿書 4 彌迦書 1 彌迦書 2 彌迦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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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教會消息 

一.聯合禮拜聖禮典 
本主日為聯合禮拜聖禮典，主日禱告室暫停一次。 
今天的愛餐預備的是壽司。無法參與在聖餐禮拜的主日學老師和家長，另將統
一在 11:50 於 B204 教室裡舉行聖餐，由光勝牧師主理。 

二.颱風天主日禮拜因應方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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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週六將重排一堂同工的輪值，並一一與輪值同工電話確認。 
④ 萬一主日當天輪值同工無法前來，請通知主任牧師或辦公室，以便調整。 
⑤ 會友請依據颱風風雨大小，考量路途安全來決定是否前來聚會， 

或在家裡收看網路直播，或自行禱告讀經敬拜。 

三.北二區福音茶會 
8/25(六)下午 3:00-6:00 七星中會北二區將於本會舉行福音茶會， 
邀請朱約信(朱頭皮)弟兄來做台語詩歌佈道， 
鼓勵會友邀請福音朋友報名參加。 
如果一領一(會友帶領一福音朋友)報名的話，兩人報名費全由教會負擔。 
若自行參加者，需自行繳交報名費 100 元，報名請洽陳秀英長老或辦公室。 

四.蔡茂堂牧師講座與查經班 
① 茂堂牧師講座於明天上午 9 點開始，目前共有 103 人報名參加，提醒已報名的

兄姊準時出席並一同做好主人的角色，好款待各教會來上課的兄姊。 
② 8/25(六)上午 10:00 創世記查經於五樓禮拜堂。 

五.斗南教會建堂募款 
小會接納斗南教會(本會出身傳道人歐又如牧師、張憲正長老夫婦服侍之教會)之
建堂募款，將於下主日 8/19 為此奉獻。斗南教會新堂總建坪 465 坪，工程總預算
5,000 萬，目前募得的款項有 2,446萬元，相較於預算 5,000萬元，尚不足 2,554
萬元。請會友預備心，為斗南教會代禱奉獻。 
 

 

 歡迎本主日接受幼兒洗、成人洗及轉籍的兄姊加入本會 
幼兒洗：張景函 

成人洗：范友竹、林慧美、龔嫻紅、游清聿、陳青鈺、鄭諺霓 

他宗轉籍：楊周玉雲、陳麗萍 

本宗轉籍：林廖良美、龔嫣紅、墜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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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團契 

時間：主日早上 8:40 (地點：1F01-02) 

8/19 從新、舊約看聖地 

/鄭維新長老 

8/26 樂活讀經/張雅琇長老 

※成人團契 

時間：主日早上 9:00 (地點：7F05) 

8/12 
詩篇查經講道「放下生命

的重擔」/商正宗牧師 

8/26 專題查經/陳群鈺姊妹 

※社青小組 

時間：週五晚上 7:30 (地點：6F03) 
8/17 專題：張主憫牧師 

 

六.聖誕慶祝晚會 
今年的聖誕慶祝晚會日期為 12/15(六)，請各團契、小組為晚會籌備預備、代禱。 

七.會友消息 
朱淑芬執事父親朱文泰長老 8/5 安息主懷。8/18(六)下午 3:00 在高雄德生教
會追思告別禮拜。 

聖樂部消息 

① 8/26 主日第二堂禮拜安排聯合詩班獻詩，由林純純姊指揮，練習時間為

8/19(日)下午 1:30 及 8/25(六)晚上 7:30，於二樓詩班練習室，歡迎大家踴躍

參加。 
② 希幔詩班下次獻詩時間為 8/19，練習時間為每週二晚上 20:00 在 2F02。 

希幔詩班招募團員中，意者請洽希如執事。 
③ 成契詩班下次獻詩時間為 9/2，練習時間為每主日第二堂禮拜結束後於二樓

詩班練習室。 
④ 提摩太敬拜團招募團員中，團練時間為每週六下午 14:00-16:00，歡迎有負擔

願意帶領第三堂的會友一起敬拜讚美的兄姊加入，請聯繫劉瀚方弟兄。 

各肢體活動 
※繪本館暑假特展消息 

暑假是旅遊的好機會，不論在國內或去國外，遠或近，都少不了搭乘使用交

通工具，繪本館同工認真找出有關交通的各種繪本,從飛機、船、火車、汽車、

到自行車等,共有 30 多本，歡迎有興趣的兄姐帶小朋友來觀看並加以導覽，

好預備或回味旅遊的愉快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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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2018七星中會職場人退休會─活在神國自由中多麼美好 
今年退休會邀請馬約翰牧師分享，歡迎教會職場基督徒參加~ 
時間：10/12(五)20:00~10/13(六)17:00       報名截止：9/30(日) 
地點：芥菜種孫理蓮紀念營地(新北市萬里區玉田路 25 號) 
費用：1,200元(9/10(一)前 1,000 元) 
報名方式：請掃報名 QR code 或洽本會主任幹事駱美月 

代禱事項 
1.為肢體代禱 

① 朱淑芬執事父親朱文泰長老 8/5 安息主懷。8/18(六)下午 3:00 在高雄德生
教會追思告別禮拜，請為家人代禱。 

② 請為住院及出院繼續治療會友代禱。 
③ 請為目前接受化療兄姊及教會長輩身體代禱。 

2.為世界 
美國加州野火已延燒逾二週，奪走多條人命、燒毀千棟住宅、消防人員疲於奔
命。懇求天父施恩憐憫，讓該地溫度下降、賞賜雨水，讓野火止息。 

3.為台灣 
農曆七月，懇求天父祝福眾教會，讓更多人前來親近真神，追求永恆的生命、
領受主耶穌所預備的平安。 

4.為教會 
① 為本主日預備受洗及轉籍的兄姊代禱(成人洗 6 位、幼兒洗 1 位，轉籍

5 位)，求主堅固他們跟隨耶穌的心志，也願主賞賜關懷的能力，讓眾
兄姐知道如何成為陪伴者。 

② 本週蔡茂堂牧師講座，願上主保守每一個來參加的弟兄姊妹，都能有
從上主而來的智慧與好的學習。 

5.為子會南園教會禱告 
① 請為參加 8/24-8/25 生命更新營的兄姊禱告，願主帶領每一位都經歷神，生命得

著更新和力量。 
② 請為教會內的家庭紛爭，更生人關懷，以及夫婦關係禱告，求主以愛醫治和

得著每一個人。 
6.為傳道人代禱 
為小綠姊妹代禱〜目前在創啟地區服侍 
① 請為當地未得之民禱告，願上帝國臨在其中，幫助 Y 族人生命能有群

體、深遠的改變。 
② 請為中心與政府協商補償金計劃代禱，求主賜團隊智慧，能商討出合適的

資金管理方式。 
③ 當地 NGO 九月份開始營運，求主引導具體工作項目和未來的目標，並為資

金能順利到位代禱。 
④ 為小綠姊妹能持續學習族語，並且大膽開口使用族語，增加練習機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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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園教會 
100013,110001 1,000  
110236 3,000  
小計 5,0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170002 500  
120111 600  
060001 1,000  
110001 2,000  
小計 4,100 

玉山神學院 
160082 1,000 
130102 30,000 
小計 31,000 

樂活關懷站 
100085,100086 1,000 
小計 2,000 

場地奉獻 
心理劇共學園團隊 70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丰恩社會服務協會 3,200 
小計 3,900 

咖啡奉獻 
110028 500 

影印奉獻 
有志 1,078 

少年團契 
週間聚會獻金 250 

青年團契 
週間聚會獻金 573 

【8/4~8/10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8/9 匯款 120007 8,000 

8/10 轉帳 070183 15,000 

8/10 匯款 160090 2,000 

感恩奉獻 

8/10 轉帳 070183 5,500 

愛心基金 

8/9 匯款 12000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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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22,392 

幼幼 1,050 

幼主 930 

兒主 701 

小計 25,073 

月定奉獻 

070093,080212,100063,110018 

130077,130083 1,000  

110327 1,500  

070240,100013,110232,110462 

140036,160017,160064,170002 2,000  

170058 2,400  

040099,060004,090107,110236 

120020,120026,160086,180012 3,000  

110040,150105 4,000  

080071,110001,110024 5,000  

080045,150058,980036 6,000  

080192 9,200  

090087,150061 10,000  

130102 19,000  

080026 30,000  

小計 169,100 

感恩獻金 

110434,120153 1,000  

060016,080212,110001,113029 

150006,150008 2,000  

090025,110153,190020 3,000  

160055 5,000  

小計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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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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402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266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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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19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1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34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敬拜團 3 
主日禱告室 主日  9：30 五樓禮拜堂 禱告室同工 22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02 陳光勝牧師 24 8/16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3 8/17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02 查經班 26 8/19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7F05 讀書會 35 8/19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5 8/19 

婦女團契 週二 13：30 2F02 放假 22 8/14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B102 愛之語大學問 15 8/18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01 專講 12 8/18 

小 
 
 

組 
 
 

聚 
 
 

會 
 

腓立比小組 
主 

 
 
 
 
日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6F02 陳詞章小組長  8/19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8/19 
喜樂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0:00 6F05 楊重任小組長  8/26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約翰館 林英洲長老 5 8/26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 7F05 朱淑芬執事  9/09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執事 2 8/19 
橄欖小組 每月第 1、2 主日 12:00 6F01 卓璇慧執事  9/02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 主日 11:30 B205 蔡雅如執事  8/26 
甘泉小組A/B 

週 
 
 
二 

每週二 10:00 2F02 賴恩慈長老  9/04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B202 陳群鈺小組長 12 8/14 
安得烈小組9A 每月第 2、4週二 19:30 6F04-5 溫秋菊小組長  8/14 
安得烈小組9B 每月第 1、3週二 19:30 6F02 周幸華執事 5 8/21 
但以理讀書會 每隔週週二 19:00 6F01 情緒有關係  8/14 
長輩小組 週 

三 

每週三  9:30 1F01 趙國光長老 35 9/12 
MV 小組 每月第 1 週三 19:30 1F01 謝佳吟長老  9/05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三 19:30 6F01 周德盈小組長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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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 

1 小 8/23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群鈺小組長/王雪枝長老 17 8/17 
社青小組 每週五 19:30 6F03 查經/勇愷哥 10 8/17 
葡萄樹小組 週

六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B204 黃瑞榮長老/周德盈弟兄  8/24 

十字路小組 每週六晚上 19：00 6F04-5 王道一長老 11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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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 2 週主日 8:45 6F03 高正吉長老  9/09 

詩
班
樂
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101 張中興團長 24 8/19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9 8/14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陳約劭弟兄  8/18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4：00 3、4樓禮拜堂 劉瀚方弟兄  8/18 

社 
 
 

區 

和平 183 週二 14：00 1F01-02  39 9/11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6F04-05 張素椿姊妹  9/05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吳延庭長老 7 8/15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9：15 2F02 人與生命  8/30 
F .M.媽媽小組 週五  9：30 6F01 沈月蓮長老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9/07 
讚美操禱告小組 每月第4週主日 11:30 7M02 林英洲長老  8/26 

聚會一覽表 

代表本主日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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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主 
 

日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聯合禮拜聖禮典 
禮 拜 招 待 陳妙瑛、陳昌明、余嘉盈、劉文玲、王武聰、陳鋒駿 
新朋友關懷 蔡育芬、林燕卿 
影 音 組 長 墜添成 

音控影像燈光 吳夏語、周聰傑 
投 影 盧叡 
愛 餐 愛餐小組 1+2 預備組長：吳夏語 恢復組長：林秀玲 
禱 告 侍 奉 黃瑞榮 見證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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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光勝牧師 
司   會 張中興 戴佑龍 許主芳 
司   琴 陳美晴 周靜瑜 洪婕菡 
領   詩  潘致偉 楊沐恩 
獻   詩 張翊倫、劉瀚方 希幔詩班 提摩太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許信燦、許信允、林育琦 邱寶瑩、鄭宏洋、黃玫珠 
林威助、陳昌明 余嘉盈、林尚平、吳宗翰 

新朋友關懷 陳月樺、卓絢玲 蕭博文、張瑩瑩 何主恩、繆芊苔 
影 音 組 長 墜添成 

音控影像燈光 王琬姿、周聰傑 王琬姿、周聰傑 王琬姿、周聰傑 
投 影 陳妍君 趙盈智 王玉山 
愛 餐 成人團契 預備組長：王雲璇 恢復組長：鄭麗珠 
禱 告 侍 奉 賴恩慈 見證 蕭凱文 
主日禱告室 許信裕、洪國財、武茂玲、劉文玲、朱淑芬、江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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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李敏萱執事.劉配君老師 

7 小 
16 大 8/19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3 第 43 課 耶弗他 16 8/19 
兒童班 主日  9：50 B2 禮拜堂 16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7F04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12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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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吳雅真 吳雅真 張宏哲 李詩慧 鄒宗珮 楊琴朱 
王玉山
余曉姍 

曹沛瑄 姜柏銓 陳毓文  

8/19  吳雅真  李穗玲 林垠庭   楊雅淳 溫玉華 陳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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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維倫牧師 0921-246-055 weilun992014@gmail.com 
成 人 牧 養 ： 楊博文牧師 0938-011-589 bwyang0402@gmail.com 
青 壯 牧 養 ： 周元元牧師 0932-577-054 yuan.moira@gmail.com 
兒 青 牧 養 ：  陳光勝牧師 0937-929-001 kongseng1102@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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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admin@hoping.org.tw 

http://www.hoping.org.tw/
mailto:admin@hop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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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蝗災、上主的日子臨近了 
� 剪蟲吃剩的，蝗蟲來吃；蝗蟲吃剩的，蝻子來吃； 

蝻子吃剩的，螞蚱來吃。(珥一 4) 

� 田荒涼，地悲哀；因為五穀毀壞，新酒枯竭，新的油也缺乏。(珥一 10) 

� 上主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 (珥二 11) 

� 全然無助，向上主哀求。 

二、危難中，發現生命的真相 

三、上主呼喚人歸向祂祂祂祂 
� [HOW]要禁食，哭泣，哀號，一心歸向上主。 

撕裂心腸，不要撕裂衣服。 

� [WHO]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 [WHY]祂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會改變心意，不降那災難。  

� [WHAT]求上帝顧惜祂的百姓。 

� 上主的回應：賜福與審判 

四、上主也繼續呼喚人歸向祂祂祂祂 
� 一心歸向上主 

� 把這事傳給人 

【默想和行動】 

1. 透過約珥書，我們認識關於上帝的甚麼真理？ 

2. 透過約珥書，上帝要我們怎麼回應祂的話語？ 

【金句】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要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因為他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會改變心意，不降那災難。」約珥書二章 13 節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之靈修年 

       一心歸向上主 
周元元牧師    

福音週報 

2018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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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一心歸向上主 

經文：約約約約珥珥珥珥書書書書 1:1-4,2:10-14 

主講：周元元牧師 

時間：二０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禮拜二下午，當北北基宣布下

午四點停止上班上課的消息後，不

曉得大家的行程有沒有甚麼改變？

我把筆電、釋義書大包小包地提回

家，準備隔天放假在家裡寫講道

篇，結果最後因為沒放假，隔天全

部提回辦公室。你呢？是否趕上了

所有人一起下班的擁擠捷運？還是

因為台北市、新北市放假的不同步

造成了一些困擾？無論影響多少，

我想禮拜二、三的颱風警報跟放假

與否，都讓我們稍稍體驗了行程被

打亂的情況。原本安排好的，不是

這樣了。 

人生中，少不了這樣的情況。

而今天所讀的約珥書，它談到了一

大群人，他們的生活步調全都被打

亂了。不僅是混亂，根本是失控了。

上帝的話臨到先知約珥，叫南國猶

大的居民側耳而聽，聽一件沒有發

生過的事，並且要將這事傳給子

孫。甚麼事情？ 

一、 蝗災、上主的日子臨近了 

請閉上眼，聽聽約珥所說的

話，想像這是甚麼情形。「4 剪蟲

剩下的，蝗蟲來吃；蝗蟲剩下的，

蝻子來吃；蝻子剩下的，螞蚱來吃。

5 酒醉的人哪，要清醒哭泣；好酒的

人哪，都要為甜酒哀號，因為從你

們的口中斷絕了。6 有一隊蝗蟲又強

盛又無數，侵犯我的地；牠的牙齒

如獅子的牙齒，大牙如母獅的大

牙。7 牠毀壞我的葡萄樹，剝了我

無花果樹的皮，剝盡而丟棄，使枝

條露白。 8 我的民哪，你當哀號，

像處女腰束麻布，為幼年的丈夫哀

號。9 素祭和奠祭從耶和華的殿中斷

絕；事奉耶和華的祭司都悲哀。10

田荒涼，地悲哀；因為五穀毀壞，

新酒乾竭，油也缺乏。11 農夫啊，

你們要慚愧；修理葡萄園的啊，你

們要哀號；因為大麥小麥與田間的

莊稼都滅絕了。12 葡萄樹枯乾；無

花果樹衰殘。石榴樹、棕樹、蘋果

樹，連田野一切的樹木也都枯乾；

眾人的喜樂盡都消滅。13 祭司啊，

你們當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壇的

啊，你們要哀號；事奉我神的啊，

你們要來披上麻布過夜，因為素祭

和奠祭從你們神的殿中斷絕了。14

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

會，招聚長老和國中的一切居民到

耶和華─你們神的殿，向耶和華哀

求。」(珥一 4~14)我們看到甚麼？

蝗蟲一波又一波來襲，毀壞一切農

作物，大地一片荒蕪。先知呼喚百

姓中酒醉不管事的要清醒、要哭

泣，少女要像死了未婚夫而哀號，

農夫要慚愧，連帶領百姓向上帝獻

祭的祭司也要束上麻布痛哭。哀聲

遍野中，眾百姓要禁食表達悔罪與

謙卑，且停下一切的工作，專心求

告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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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眼前的災難，透過這前

所未見嚴重的蝗災，約珥要上帝的

百姓看得更遠，就是「那日子」臨

近了。約珥書中五次談到那日子。

1:15「哀哉，這日子！因為耶和華

的日子臨近，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

到。」2:1「這地所有的居民要發顫，

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快到，已經臨近

了。」2:11「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

畏，誰能當得起呢？」2:31「太陽

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

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

前。」3:1「看哪，在那些日子，到

那個時候，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

擄之人歸回的時候。」哀哉、發顫、

大而可畏、使被擄之人歸回，那日

子就是指上主來臨的日子。指向被

擄歸回得救的時刻，但更多的是指

向一種讓人害怕的災難。珥 2:1~11 

說要發出警報，因為那日子是黑

暗、陰森的日子；是有火燒盡一切；

來襲的敵人(或蝗蟲)像戰馬一樣整

隊奔跑而來，跳上城牆，爬上房屋，

從窗戶進來，如同盜賊。地動天搖，

日月昏暗，星宿無光。約珥說這是

上帝的軍隊，約珥說當上帝的日子

來到，如此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

呢？ 

眼前是蝗災，遠處是耶和華的

日子近了。這一切的描述，聽了讓

人毛骨悚然。上帝的百姓看起來悽

慘無比，年少的無用、農夫無用、

祭司也沒辦法。面對如此鋪天蓋地

的災難、全然失控的情況，百姓束

手無策，只能向上帝哀求。 

二、危難中，發現生命的真相 

我們的人生遇過類似的情況

嗎？全然無助、哀求上帝的時刻。

禮拜二下午當我跟同工們一起做著

防颱工作，將大樓所有的窗戶關起

來時，我想起了 2009 年 8 月 9 日那

一天。 

上午七點，人在台南頂洲教會

牧師館裡的我，被大雨聲吵醒。醒

來就覺得不妙，傾盆大雨下了一天

一夜沒停，沒問題嗎？牧師館在二

樓，我連忙下樓去查看。不得了！

辦公室、主日學教室、電腦教室、

禮拜堂通通進水了，我連忙將重要

的物品往高處搬。滂沱大雨中，長

老涉水到教會。看著天，看著慢慢

漲高的水，也看著泡在水中的兩台

車。於是長老帶頭，叫我們在水中

摸磚塊，他在水中用千斤頂將車頂

起，我們將磚塊疊在輪胎下，最後

疊了五塊磚頭高才停手。雨繼續下

著，擔心的事也愈來愈多。弟兄姊

妹呢？他們都平安嗎？於是，我展

開此生第一次水中探訪。一顆心在

看見弟兄姐妹的平安時放下，卻又

在下一場大雨後，水又升高時不安

起來。在沒有消防隊的鄉村，竹筏

就是我們的橡皮艇，在村民的幫助

中，教會一對年長的夫婦得以不用

涉水，安抵地勢較高的樓房。晚上

七點，天黑了，卻也停電了，水位

呢？仍在緩緩升高。雨已停，為什

麼水卻仍不退？因為白天村裡廣播

了兩次，左右兩邊的村莊，都有河

堤破了。燭光下，晚餐前，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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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無助。腦海裡迴盪著的是剛

剛電話中，最慢離開教會的姊妹的

提醒：「傳道，我家前面已經淹到

腰了，現在外面很黑，妳千萬不要

再出來了，一定要待在屋裡。」心

裡掛著的是已有許多會友家裡也已

經進水，他們住的都是一樓平房。

電話還通的時候，我勸他們去活動

中心避難，他們說不要，要死守家

園。天黑，水深，如果水再深，我

接得到他們來教會嗎？竹筏呢？現

在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有人來把老

人家先帶出去嗎？路不通，教會進

不來。救災中心呢？我手機打不

通。幫我打通的教會告訴我，現在

正在全力搶救更緊急的地方。看著

桌上的晚餐，閉上眼、謝飯禱告，

我幾乎要哭出來。「上帝啊！水位

千萬不要再升高了！」想起那一

天，我餘悸猶存。 

災難讓人發現一件事，發現生

命的真相。打破我們以為死亡不存

在，或不那麼靠近自己的幻想；並

打碎我們以為靠人的能力就能解決

世上所有困難的妄想。 

於是，遠遠超過人能負荷的天

災把人打回原形，叫我們不得不承

認，人並不是世界的主宰。人有多

無能，我們連自己下一秒是否還活

著都控制不了，更何況面對上主的

日子近了，就是上帝按公義審判世

人的時候。 

先知約珥的話那麼沉重，如他

所說的：「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

誰能當得起呢？」(2:11)無論是猶

大的百姓，還是我們，都一樣擔當

不起。我們該怎麼辦？ 

三、上主呼喚人歸向祂祂祂祂 

約珥說：「然而(即使現在)你

們要禁食，哭泣，哀號，一心歸向

我。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要撕裂

心腸，不要撕裂衣服。」(2:12~13)

撕裂衣服是表示悲哀的舉動，意思

是相對於外在形式上的儀式，更重

要的是心，讓心轉向上帝。一心歸

向上帝，不是別人的上帝，是「你

們」的上帝。為什麼？因為上帝是

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這是

最後不得已的手段)，有豐盛的慈

愛，並且會改變心意，不降那災難

的神(例如尼尼微人回轉向神，上帝

改變心意沒有降災)。為了讓人倚靠

祂，上帝向人揭露祂自己。挽回是

為了救，不是為了罰。 

在上帝的百姓看來，已經是絕

路的時候，上帝說，還有路，就是

歸向上主。透過先知約珥，上帝呼

喚人歸向祂。轉向上帝時，人會明

白自己的罪是甚麼，在得罪上帝的

地方向上帝認罪。這罪包含個人性

的，也包含群體性的。透過認罪悔

改，把罪的重擔卸給神，也改變自

己或群體得罪上帝的生活。而對於

不明白的災難，則向上帝訴苦，就

像約伯一樣，或像詩篇中許多詩人

所寫的一樣。把生命的焦點轉回上

帝身上。 

那上帝的回應是甚麼呢？

2:18~27「耶和華為自己的地發熱

心，憐憫他的百姓。耶和華應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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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說：看哪，我要賞賜你們五

穀、新酒和新的油，使你們飽足，

我必不再使你們受列國的羞辱。我

要使北方來的隊伍遠離你們，將他

們趕到乾旱荒蕪之地…土地啊，不

要懼怕，要歡喜快樂…田野的走獸

啊，不要懼怕…錫安的民哪，你們

要歡喜…你們必吃得飽足，讚美耶

和華－你們上帝的名，他為你們行

了奇妙的事。我的百姓不致羞愧，

直到永遠。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

列中，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上帝，沒有別的。我的百姓不致羞

愧，直到永遠。」對於歸向祂的百

姓，上帝的回應是賜福。讓荒蕪的

地再次豐盛，使受辱的民恢復尊

嚴，讓他們由哀哭變為歡喜快樂。

上帝也應許祂的靈要澆灌凡有血氣

的(不分年紀與性別、身分地位的每

個人)，凡求告祂的名的就必得救。

並且為了祂的百姓的緣故，祂要向

列國施行審判。罪行是這些國家把

上帝的百姓分散到列國、瓜分了土

地，以男孩換取妓女，為喝酒賣掉

女孩。種種惡待人，不以人為人的

作為，上帝要以一樣的方式處罰他

們，使這些作惡的國家荒涼。然而，

在審判之時，上帝應許轉向祂的百

姓，祂要作他們的避難所，作以色

列人的保障。無論是賜福還是審

判，透過這些，他們將更確實知道

耶和華是「他們」的上帝，在他們

「中間」的上帝。 

讓我多問一個問題，所以上帝

讓災難臨到人，是為了讓人轉向

祂？是的。但不要忘記先知說話的

對象大部份都是上帝的百姓，這些

已經認上帝為主的人。在他們無所

適從、走錯路時，上帝派先知去告

誡他們、要他們回頭。但千萬小心

不要用這樣的角度去解釋所有的災

難。如果這樣做，就是太小看邪惡

了。至少在約珥書，根本沒有多花

力氣說明為什麼上帝這樣做(罪行

只有在審判列國時講到)，也沒有解

釋苦難的原因。它說的是從這些災

難，上帝的百姓會發現生命脆弱的

真相，會被提醒這個世界不是人在

做王，有更高的力量掌權。上帝賞

善罰惡，他不以有罪的為無罪。惡

待人的事、傷害生命價值的事，上

帝一定會處理。而面對這樣一位公

義的上帝，沒有人可以全然說自己

無差錯，所以重要的是歸向上帝。

全心歸向上帝，把罪交給上帝，把

痛苦交給上帝，把不明白的也交給

上帝。然後仰望上帝的帶領。 

這是舊約帶領我們認識的上

帝，而新約告訴我們，為了解決公

義的問題，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

上。不是置身事外，為了解決公義，

上帝自己受苦。在約珥書裡也是如

此，上帝是這樣看祂的百姓的苦

的：「他們把『我的』百姓分散到

列國，瓜分了我的土地」(3:2)，「為

『我的』百姓抽籤，以男孩換取妓

女，為喝酒賣掉女孩」這是一個天

父看著自己的百姓受苦，到了一個

地步還需要自己動手管教自己的孩

子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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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主也繼續呼喚人歸向祂祂祂祂 

生命的確有災難，也有盡頭，

沒有一個人例外。然而無論在甚麼

情況中，上帝都沒有消失，祂等候

人歸向祂、倚靠祂。這樣的恩典，

不僅是給以色列人的，今日也繼續

賜給我們。在南部服事時，有一次

問起某位長老的故事。他說他是第

三代基督徒，從小就去主日學，但

人生有一段時間，大約十年之久他

迷失了自己。直到四十多歲，有一

次酒駕上高速公路，因為神智不

清，竟然逆向駕駛。大難不死後，

他驚醒過來，知道若不是上帝保

守，他早已喪失生命。於是浪子回

頭，從外地回到故鄉生活，也恢復

教會生活。四十九歲時當選執事，

幾年後當選長老，一直到前年才退

休。這位長老，每個禮拜天早上，

都是最早到禮拜堂的人。到了一定

做幾件事：開燈、開麥克風、放好

奉獻袋，然後坐在第一排的椅子

上，開始寫教會日誌。這些看起來

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你知道他

做了多久嗎？十多年。2015 年，當

教會在翻新屋頂時，兩、三個禮拜

的作業期間，長老幾乎天天盯場，

仔細地看著工人的施工。閒聊時，

我問這位長老這個屋頂可以用多少

年？長老笑著回答我說：「下次再

換時，我看不到啦！」是，到下一

次換屋頂時他看不到了，但他現在

仍甘之如飴地忠心服事。在這位長

老身上我清楚看見，上帝深愛且珍

惜每一個人，而被主所喚回、轉回

向神的孩子，所活出來的見證是何

等動人。 

除了一心歸向上主，約珥還交

代百姓要把這件事傳下去、傳給後

代。怎麼傳呢？先知書讓人最害怕

的應用方法，就是太輕易地讓自己

站在先知的角度去對人說審判的

話。這次預備講章時，我注意到一

件事，那些被上帝派來向百姓說話

的先知是與百姓一起受苦的，例如

上帝要何西阿去娶一個不忠的太

太。先知不是站在苦難外頭叫別人

回頭而已，他們是在苦難裡面一起

經驗上帝的審判與拯救。於是，我

對自己說，也想跟弟兄姊妹彼此勉

勵，除非我們願意陪伴別人面對苦

難中的痛與傷，否則我們不要搶著

當別人的審判官。 

我總是相信，基督徒能做最美

的見證是：無論在甚麼景況中，讓

人看見我們是何等需要上帝的人。

需要謙卑認罪，需要祈求倚靠。並

因為歸向上主，使我們有勇氣願意

進入別人的苦難中，陪伴他們走向

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

豐盛的慈愛，並且會改變心意，不

降那災難的上帝。即或不然，我們

承認我們所相信的上帝是遠遠超過

我們所能了解的。因為祂才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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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張貞惠姊妹 2018.8.5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
(哈巴谷書三 17-18) 
去年的今天我因視網膜剝離，左眼完全看不見，在新店慈濟醫院動了兩

次手術，住了 20幾天的醫院，術後的復健非常辛苦，每天只能趴睡，全身痠
痛，在住院期間，教會牧者、長老、執事及小家家人同工的代禱與探視，上
帝派來好多的天使給我好多好多的溫暖與安慰，太多人的關心無法在此一一
提名致謝，只有銘感在心。7/19 再次回診剝離已癒合，因矽油還在眼內，等
冬天還要再做手術，才算完成。 
今年的三月份左右，不知為何狀況連連，服用近 27年的化療藥物，一直

和平共處，最近卻常常頭暈噁心想吐，當暈眩時，來的突然，在家也碰牆好
幾次，在公車上也摔倒過，幸好有主的保守都無大礙，5/1 回診台大，追蹤半
年的血紅素才知仍然一直下降，血液腫瘤科醫師，要我再次做脊椎穿刺查明
原因，目前也有新的標靶藥物，新藥很貴，須做一連串的檢查看是否能提出
申請。雖然落在百般試煉中，但我深知，神要我再次見證祂的榮耀，在過去，
不管是椎間盤突出壓迫到神經，或心血管安裝支架，在手術台上，我大聲的
呼求主，主就醫治了我。幾次經歷主的憐憫與恩典，住了三天的醫院，也讓
醫師不知如何，從很嚴重非裝支架不可，到開了刀，血管順暢，醫師看完整
個病理報告，也不知如何解釋，出院時，只好說好好回去謝謝妳的上帝。我
知道我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在病痛中祂永遠與我同在，我不孤單也不害怕，
7/31 上午我做了骨髓穿刺、骨頭切片及染色體，報告要在一星期後才能知道。
求主藉著醫師的手，能找出真正的原因。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願頌讚歸於我們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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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18 年 8 月 13 日 至 2018 年 8 月 17 日 

日期 經文 默 想 題 目 

8/13 

(一) 

約拿書 

第 3章 

1.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約拿。可曾經驗上帝不

斷地向我們說話？給我們機會對我們的生命說

重要的話？ 

2.約拿書也是一個轉向神的故事，約拿的改變、

尼尼微人的悔改。思想生命中轉向神的經驗，

為上帝的慈愛與信實獻上感謝。 

8/14 

(二) 

約拿書 

第 4章 

1.再細讀一次約拿書，觀看上帝是怎麼陪伴約拿

的？ 

2.在這故事中徹底悔改的是誰？這可以給我們甚

麼樣的眼光？ 

8/15 

(三) 

彌迦書 

第 1章 

1.先知彌迦傳遞上帝將臨到的懲罰，上帝懲罰他

們的原因是甚麼？ 

2.傳遞訊息的彌迦，抱著甚麼樣的心情，擺上甚

麼樣的代價來與上帝同工？(v.8) 

8/16 

(四) 

彌迦書 

第 2章 

1.除了對上帝不忠，先知還指責上帝的百姓行了

哪些惡事？ 

2.「民眾對我怒喊：『不要向我們說教！不要宣講

不吉利的事！上帝不會使我們丟臉！』」(v.6) 

百姓拒絕聽先知說的話，我們有時會不會也拒

絕聽上帝的話？ 

8/17 

(五) 

彌迦書 

第 3章 

1.上帝為何不應允祂的百姓的求告？ 

2.為服事上帝的僕人及在上掌權者代禱，祈禱他

們有正直的心及堅持公義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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