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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造就年-相揪作門徒，逗陣來學習 

  主日禮拜程序 
 

華語  禮拜 講  道：陳光勝牧師 台語  禮拜 講 道：陳光勝牧師 

 司  會：張中興執事  司 會：許信燦執事 

 司  琴：孫愛光長老  司 琴：林純純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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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 (華) 新聖詩 第 270 首「當肅靜，當恭敬」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270 首「著恬靜，著恭敬」 

信 仰 告 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新聖詩 啟應文 48 以賽亞 53 會 眾 

獻 詩 
第一、三堂 分我重擔 (本會資料畫面) 陳 長 伯 弟 兄 

第二堂 溫柔牧者，大君王 (本會資料畫面) 成 契 詩 班 

聖 經  以賽亞書 53 : 4-5 司 會 

講 道  從「和散那」到「把他釘十字架！」 陳 光 勝 牧 師 

回 應 詩 
第一、三堂 (華) 新聖詩 第 194 首「開我眼睛使我看見」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194 首「開我目睭互我看見」 

奉 獻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1、5 節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頌 榮 
第一、三堂 (華)新聖詩 第 388 首「榮耀歸聖父上帝」 

會 眾 
第二堂 (台)新聖詩 第 388 首「榮光歸聖父上帝」 

祝 禱  陳 光 勝 牧 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20 年 4 月 5 日 

NO.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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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的情境 
 耶穌當代人的期待 

 耶穌的能力 

 錯誤期待帶來的驚愕 

 彼得的反應 

 眾人的反應 

 
生活中的情境 
 生活的困厄 

 見證中的力量 

 等待中的消沉 

 失去信心 

 

復活的盼望 
 以賽亞書的先知 

 承擔眾人的背離 

 喚醒眾人轉向 

 

跟隨看見希望 
 跟隨知道上帝的道路(十字架之路) 

 軟弱知道依靠主的豐富(賞賜與富足) 

 

下一代與信仰 
 
結語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4/6(一) 4/7(二) 4/8(三) 4/9(四) 4/10(五) 

進度 約伯記 8 約伯記 9 約伯記 10 約伯記 11 約伯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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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和平教會因應武漢肺炎(COVID-19)相關措施 

① 教會防疫期間，將於每日晚間 7:30 關門，若您有事需要前來，請務必先打電

話來教會預約。  

② 因應公眾集會防疫指引，須確實登記來訪資訊，在一樓請會友確 

實刷卡簽到，若沒有登入卡片資料請洽一樓幹事登錄。 

③ 教會已成立消息發布 Line群組，請掃描 QR Code 加入， 

  並請各位會友注意，群組為發布訊息專用， 

  請各位避免在群組內回應「收到」或貼圖。如果不小心留言或貼圖，也請儘

快「收回」。 

④ 請大家使用直播方式參加禮拜、禱告會(週四晚間 19:30)、和平之聲(每日

17:00)。教會 YouTube 直播平台連結及 QR Code 如下(如遇斷訊請關閉連

結，再重新開啟即可排除)。 

教會消息 

一.小會 3/18公告消息 

由於近日境外移入武漢肺炎(COVID-19)病例大量出現、台灣宣布禁止外籍人士

入境，考量會友與國外返台親友接觸頻繁，還有教會幼兒及長輩防疫安全，自

3/19日起： 

1.暫停實體主日聚會至四月底，改由網路直播(8:30 華語、10:00 台語、11:30

華語)。 

2.所有週間聚會暫停，禱告會改由網路進行。 

3.教會防疫期間進出管制，僅開放一樓，但教會辦公室全職同工及教牧團隊依

然正常上班。 

二.受難週禱告會 

4/10(五)晚間 7:30 將網路直播受難週禱告會，請預備心留意時間。 

三.清明節家庭禮拜程序單 

清明節家庭禮拜程序單已製作完成，請參閱連結：http://tinyurl.com/w4fgdpl 

，另在消息公告 LINE 群組也有連結，或掃描 QR Code。 

四.領取 108年奉獻證明 

鑒於疫情的關係，108 年奉獻證明領取方式分為郵寄：線上登記或來電

告知確認姓名、住址；親洽教會一樓保全處領取。 

線上填表連結：https://pse.is/QU5JV 或掃瞄 QR Code。如果有操作或其他

問題，請聯絡辦公室林予全幹事。 

 

http://tinyurl.com/w4fgdpl
https://pse.is/QU5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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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為肢體 

① 請為住院的會友康復代禱：陳光勝牧師的父親，3/13 因腹膜炎住院開
刀，手術順利，目前在加護病房中，請關心代禱。 

② 請為出院的會友康復代禱：陳怡真牧師。 

③ 請為目前接受化療、標靶治療、開刀的兄姊及教會長輩身體代禱(鄭鳳
美姊，仍要標靶治療)。 

④ 有些家庭生活壓力增加，如單親、工作不順的青年為他們禱告。 

 

五.關懷站消息(共餐及課程退費) 

本會社區關懷據點及共餐，依市政府 109 年 3/19 防疫會議決議，考量疫情

發展及經防疫專家建議老人風險較高，延長停辦至 6 月底，屆時再評估開

放時間。鑒於以上決定，第八期關懷站所有課程及未使用之共餐費用，將

於 4/7 起退費，可於上班時間(9:00-19:30)至 1F 范弟兄處領取。 

聖樂部消息 

① 一、二堂各詩班暫停練唱及暫停獻詩，上述調整至 5月底，後續視視疫情發展

而決定。 

② 今年復活節清唱劇獻詩取消，停止練習，曲目「Once Upon a Morning 有一個

早起時」留到明年獻唱。 

③ 原定 5月底舉行的週日樂饗社區音樂會延期。 
 

成 

主 

班級別 時間 教室 上次人數 下次上課日期 

我們在關係中 09:45-11:30 6F02 11 下期再上課 

英國長老教會來台 
宣教師的故事 

11:30-12:30 6F03 11 5/12 線上教學 

如何作門徒(甘泉) 10:00-12:00 6F03 19 5/5 

舊約導覽 19:30-20:30 6F03 11 下期再上課 

 

肢體消息 

※身心靈健康促進班 

時間：週三上午 9:45 (地點：1F01) 

7/1 粉彩課程/銀髮健康操 

※松年團契 

時間：主日早上 8:40(地點：1F01-02) 

- 暫停至四月底 

  

 

※成人團契  

時間：主日早上 11:00(地點：2F02) 

- 暫停至四月底 

※婦女團契 

時間：週二上午 10:00 (地點：1F01) 

- 暫停至四月底 

 



 

 

5 

 
 
 
 
 
 
 
 

 
 
 
 
 
 
 
 
 
 
 
 
 
 
 
 
 
 
 
 
 
 
 
 
 
 
 
 

 
 
 
 
 

2.為世界 

全球因武漢肺炎(COVID-19) 疫情的延燒，多國已提升防疫措施，開始封城、

鎖國、全國強制隔離等。 

懇求天父施恩憐憫，在非常時期保守醫護人員、防疫人員、確診病患以及正

在隔離中的人民身心靈健康! 求神賜力量與平安。 

3.為台灣 

台灣近期境外移入武漢肺炎(COVID-19)確診病例持續增加。 

懇求天父施恩保守、安慰我們的心不至恐慌、囤積物資。幫助全國更團結、

學習彼此相愛度過疫情。 

4.為教會 

【教會活動】 

1.教會實體主日聚會至四月底，改由網路直播，各小組團契聚會暫停，盼眾

兄姊依然保持信仰的追求與肢體的關懷。 

2.社區與校園事工都暫停，願上主保守疫情結束後，能盡速恢復相關連結。 

3.旅外學子返台，願上主保守交通順利，在家隔離期間一切平安。 

4.願上主保守負責線上禮拜、課程與聚會分享等服事的同工，有足夠的智慧

與能力承擔相關的工作 

【為教牧團隊禱告】 

本週為蔡維倫牧師禱告，願上帝保守牧師的家庭、事奉與身體健康，都經歷

祂豐富恩典的供應。 

5.為子會南園教會 

① 目前委員會考慮要擴大範圍，請為找到交通便利，有足夠空間，適合職場

福音事工的新場地繼續禱告。 

② 求主幫助教會內常有關係破裂的情況代禱，求主的和睦和包容在同工與弟

兄姊妹中間，在意見不同中能學習降服基督並愛人如己。 

6.為傳道人 

  為林熙皓牧師代禱〜在花蓮大專中心服侍 

① 大專中心火災事件和房東調解後，對於補償金額無達成共識，所以會上法

院處理。請為之後的訴訟過程、以及所有相關人士(包含房東、學生) 的身

心安穩代禱。 

② 大專中心已展開與志學教會的合作，除了借場地聚會、辦活動、參與主日

服事及主日學外，也將重新打造志學教會二樓成為活動空間，期待吸引非

基督徒大學生及社區人士走進來，預計暑假動工整建，志學教會也將在近

期內以"義賣地瓜"的方式募款。請為整建所需的經費、以及花蓮大專與志

學教會長遠的合作關係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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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3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3/27 轉帳 110019 6,000 

3/31 轉帳 130050 45,000 

4/1 轉帳 090092 5,000 

4/1 轉帳 080014 6,000 

4/2 轉帳 040040 35,000 

4/2 轉帳 080192 9,800 

感恩奉獻 

3/27 轉帳 110019 2,000 

3/31 轉帳 150018 3,000 

4/1 轉帳 080014 10,000 

宣道基金 

3/27 轉帳 110019 2,000 

4/2 轉帳 04004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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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09:34 AM台新 台北富邦 300 

3/29 **86519 ???  郵政劃撥 200 

4/1 **49817兆豐 台北富邦 2,000 

4/1 09:04 AM一銀 台北富邦 4,000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

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

們懷裡；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

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路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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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7053 
郵局帳號：(700)7000010 50037053 
(郵局帳號為他行匯至郵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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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月定奉獻 

140078 2,000  

110028 2,500  

130098 6,000  

070167 10,500  

小計 21,000 

感恩獻金 

150010,150115 1,000 

070167 8,000 

小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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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禮拜 主日  8：30 線上直播 82 
247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線上直播 140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線上直播 25 

第一堂會前禱告 主日 18：2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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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主日禱告室 主日  9：30 五樓禮拜堂 禱告室同工  5/3 

禱告會 週五 19：30 1F01-02 受難週聯合禱告會  5/7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5/8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聖經考古(防疫期間暫停)  5/10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7F05 獻詩練習(防疫期間暫停)  5/3 

主日 11：30 2F02 練詩(防疫期間暫停)  5/3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2 防疫期間暫停  5/5 

青壯團契 每月第 1 週六 18：00 1F01 謝佳吟長老  5/2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1F01 防疫期間線上聚會 30 5/2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1F01 防疫期間線上聚會 20 5/2 

腓立比小組 

主 
 
 
 
 
日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6F02 陳詞章小組長  5/3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0:00 6F01 謝敏圓長老  5/17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楊重任小組長  5/3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7M01 林英洲長老  5/10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 7F05 我們在關係中(二)  5/10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執事  5/3 
橄欖小組 每月第 1、2 主日 12:00 6F01 卓璇慧執事  5/3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 主日 11:30 6F04-5 蔡雅如執事  5/10 
甘泉小組A/B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賴恩慈長老  5/5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1F01 陳群鈺小組長  5/5 
安得烈小組10B 每月第 1、3 週二 19:30 6F02 周幸華執事  5/5 
但以理讀書會 每隔週週二 19:00 6F01 跟隨祂的腳蹤行 4 5/5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5/19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1F01 粉彩課程/趙國光長老  5/6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群鈺小組長  5/8 
K.B II 小組 每週五 10:00 7F05 王雪枝長老  5/8 
職場加倍恩 每週五 19:00 6F02 陳信全弟兄  5/8 
安得烈小組10A 每月第 1、3 週五 19:30 6F02 溫秋菊、鄭麗珠小組長  5/15 
葡萄樹小組 週

六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1 黃瑞榮長老(防疫期間暫停)  5/23 

十字路小組 每週六晚上 19：00 6F04-5 王道一長老  5/2 

創世記查經班 週六 10：00-12：00 三樓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5/16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 2 週主日 8:45 五樓禮拜堂 高正吉長老  5/10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5/2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黃樂印弟兄  6/7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三樓禮拜堂 楊承恩弟兄  6/7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方塊踏步/- 桌遊/- 繪本入門/- -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6F04-05 張素椿姊妹  -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3 張雅琇長老  5/6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乾美穗子姊妹  5/6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9：15 2F02 人與人  -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讚美操禱告小組 每月第四禮拜 11:30 7M02 林英洲長老  5/24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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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本主日有聚會 
 
 
 
 
 
 
 
 
 
 
 
 
 
 
 
 
 
 
 
 
 
 
 
 
 
 
 
 
 
 
 
 
 
 

 
 
 
 
 

   

 
 

 

周聰傑 

陳昌明、墜添成 

張宏賓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見  證  

 

蔡維倫 

何堅信 

孫愛光 林純純  

   

   

 
 
 

 

   

周聰傑 

陳昌明、林俊宏 

張宏賓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見  證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李敏萱執事 
 5/3 

幼兒班 主日 10：00 6F04  
第課  

 
5/3 

兒童班 主日 09：50 1F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7F0３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5/3 
 

4/5 防疫 期間 暫停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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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邱淑貞牧師 0909-293-787 chiusc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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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講道日期：2020/3/22                經文：馬可福音 14:3-9 

【講道大綱】 

一、前言  
薇薇安･邁爾(Vivian Maier)--她是誰？ 

 

二、進入經文--她是誰？ 
她做了什麼事？ 
周圍人有怎樣的反應呢？  

 

三、耶穌是誰？ 
耶穌怎樣反應？  
從這段經文中，我們認識到耶穌是誰？  

 

四、她們是誰？ 
為什麼沒有留下名字？伯大尼的馬利亞(約 12:1-8)&另一個女子
(路 7:35-50)。 
聖殿中那位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可 12:41-44) 
外籍配偶路得陪伴婆婆拿俄米。(得 1:16-17) 
在乃縵元帥家當女僕的以色列小女孩。(王下 5:1-4) 
撒勒法的寡婦供應給先知以利亞(王上 17:8-16)  

 

五、我是誰？ 
怎樣回答「獻上自己僅有的？」這問題。 
對我們後來的這些人來說，已經沒有像那女子的機會了，不是嗎？  
李家同弟兄所寫的繪本「我是誰」。 
我們終其一生，都需回答這重要的問題「我是誰？」 

 

【默想與行動】 
1.省思自己目前的生活，什麼樣的人事物或價值觀正將你卡住，以致無
法熱切地跟隨耶穌？讓我們依靠主恩典，幫助我們做改變。 

2.在本週你可願意存著一種單純和願意的心，預備自己去做一件美事，
作為回應上帝的愛，成為跨出跟隨耶穌的實際行動。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造就年-相揪作門徒，逗陣來學習 

      女性門徒(1)述說一件美事 

蔡維倫牧師 

 
 
 
 
 
 
 
 
 
 
 
 
 
 
 
 
 
 
 
 
 
 
 
 
 
 
 
 
 
 
 

福音週報 

2020年4月5日 

NO.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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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Vivian Maier，她是誰？在

2009 年之前的攝影界中沒有人認

識他，但突然整個國際的攝影界發

現並關注這位薇薇安･邁爾。起因

在 2007 年，有一位兼職歷史學

者、職業房地產經紀人約翰·馬魯

夫(John Maloof，當時 26 歲）在

的 一 場 舊 物 拍 賣 （ Storage 

Auction）中以 380 美元買下了一

個沒有標記的箱子，裡面有 30,000

多張底片，經由他的整理和發表，

再現出邁爾所拍的作品，大家發現

這 位 剛 過 世 的 薇 薇 安 ･ 邁 爾

(1926-2009)，一生拍了十萬張以

上的照片，或許現在聽起來有點驚

訝，或覺得也還好，因為可能你的

雲端相簿中也有一兩萬張照片。但

請試想，在那個完全沒有智慧型手

機拍照功能的時代，一捲 35 釐米

的底片是 24或 36張，他用的是中

型相機，一卷底片是 12 或 16 張。

這一位法裔女性，在紐約和芝加哥

擔任幫傭和保母一輩子的業餘街

頭攝影師，但她留下十萬多張底片

一個謎樣的女性攝影師，讓人充滿

好奇，是什麼樣的熱情和動力，持

續一輩子？又他為什麼只拍而沒

有發表呢？甚至差一點就要被完

全遺忘了呢。在大家高度的好奇

下，有人去追溯那些認識他的人，

想去拼湊出這位神祕女性的內心

想法，目前還正在繼續進行中，也

不確定能否真的認識。 

 

 

二、進入經文--她是誰？ 
在今天聖經經文中，也提到一

位神祕的女子，有一個女人來，來

到哪裡？在耶路撒冷旁的小村莊

伯大尼，曾經是痲瘋病人西門的

家，耶穌和門徒受邀在這西門家作

客。她做了什麼事？她不在受邀的

客人名單當中，卻不請自來。同時

她帶了一瓶極貴重的純哪噠香

膏，當場將玉瓶打破，把香膏全部

澆在耶穌頭上。她所做的實在是有

夠神秘、有夠奇怪，不是嗎？那周

圍人有怎樣的反應呢？他們心裡

很不高興，責備他，說「何必這樣

浪費香膏呢？這香膏可以賣三百

多的銀幣賙濟窮人啊」。他們就對

那女子生氣，用成語來形容，就是

「嗤之以鼻」和「怒目相視」。這

是那個神祕女子所做所為，和引起

周圍人們的反應，除了耶穌。 

 

三、耶穌是誰？他有怎樣的反
應？ 

福音書的作者在記載耶穌生

平種種事蹟的同時，更要讓讀者去

思想的，是「這位耶穌是誰？」這

位上帝所差遣的獨生子，在經歷三

年半的傳道生涯，剛剛進入耶路撒

冷，這也是我們現在所稱為「受難

週」的日子中，這是耶穌正要去完

成祂人生使命的重要時刻。我們試

著從這樣的情境和角度，去看耶穌

的反應是什麼？ 

耶穌說「她是為了我的安葬，

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我們不

知道那女子是否真的知道耶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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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但我們知道耶穌有好幾次

對著門徒說過祂將要受死。但那個

時候，祂的門徒們並沒有一個真得

聽明白。是否這位女子也曾聽見？

或許有，還是她內心有感動，單單

想要為耶穌做一件特別的事情，我

們不能確定，因為經文中的女子一

句話也沒有說。 

耶穌說「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

的」，那「盡她所能」，讓我們想到，

就如同耶穌曾回應來請教祂的法

利賽人，總結整個舊約的誡命是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你的上帝，並要愛鄰舍如同自

己」的那個「盡」她所能。然而，

眼前這位盡她所能的女子，卻引來

需要面對周圍旁人的異樣眼光。她

盡她所能地摔破那玉瓶，盡她所能

地將香膏全部倒出來，卻需要面對

旁人的疑問「你也不想想，這玉瓶

和香膏要花費當時普通工人一整

年的工資，有這麼必要給耶穌抹下

去嗎？你喔，實在真浪費」。但耶

穌看見的卻不同，那是一個愛的真

心表現，那是一個女子「盡她所

能」，想要為耶穌做些什麼的行

動。  

耶穌同時也說「由她吧！為什

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了是

一件美事」對耶穌來說，這是一件

美事。在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受難

週中，祂知道祂即將成為上帝拯救

全人類的羔羊，祂即將經歷各樣身

心靈的痛苦並承受周圍人性的軟

弱和醜惡，但是這些痛苦，很抱

歉，都需要耶穌自己單獨面對，別

人什麼也幫不上。然而，這女子所

做的一件美事，是耶穌在這當中唯

一對人所得到的一點點安慰。很明

顯的，這位女子在一個特別的時

機，在耶穌身上做了一件特別寶貴

的事，因此耶穌最後對在場的所有

的門徒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

這福音，都要述說這女子所做的，

來記念她。」哇，耶穌最後所說的

這個囑咐，要門徒不論去哪裡傳福

音，都要提到這女子所做的。各

位，那些來到耶穌面前的，你想想

看可有哪一位曾得到耶穌如此的

回應，不是嗎？所以在馬太、馬可

和約翰福音中都有記載這個女子

的事，特別是馬可福音作者在前後

文中，對比起 14:1-2 祭司長和文

士想要捉拿殺害耶穌，以及

14:10-11 猶大去見祭司長，要出

賣耶穌的兩段記載，更看見這女子

所做的真是一件美事，是耶穌在受

難前，面對一連串各樣的艱苦和痛

心的事情時，所領受到的一件美

(好)事。 

那麼，透過在這段經文，我們

認識到耶穌是誰？那是一位看重

我們對祂真心付出的耶穌，那是一

位與我們很靠近的好朋友，是一位

不用平常人的眼光和標準看我們

的耶穌。弟兄姊妹，你曾深刻體會

到，這位看重我們對祂真心付出的

耶穌，是何等貼近我們的心嗎？祂

珍惜我們對祂恩典的回應，不論多

或少，只要是盡我們所能的，祂都

如此覺得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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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她們是誰？ 
耶穌說，那位女子盡她所能的

去做，是一件好美的事，特別是當

我們理解到，在耶穌那個時代的文

化中，女性和男性的地位比起來低

落很多，如果將這個女子和耶穌的

門徒彼得比起來更是如此。聖經中

記載彼得受呼召、和耶穌許多的對

話，並宣認耶穌是誰，還有記載他

三次否認耶穌，以及再被復活後的

耶穌用愛的問話挽回。 

而讓我們不禁會想問，為什麼

耶穌都已經對門徒們交代要傳講

這女子為耶穌所做的美事，卻還沒

有留下她的]名字呢？在十分類似

的馬可和馬太福音書中都沒有寫

到名字。約翰福音中提到伯大尼的

馬利亞，曾對耶穌做類似的事情，

聖經學者認為就地點和時間上來

說，極有可能是她--這位伯大尼的

馬利亞(約 12:1-8)，她可能是因

著耶穌曾醫治她弟弟拉撒路，從死

人中復活而感激耶穌，或她真的聽

進去耶穌曾經說過即將受死的

話，而根據約翰福音的記載，她不

是將香膏膏在耶穌頭上，而是在腳

上。另外，在路加福音中，記載另

一個女子，在法利賽人西門家中，

但不是在受難週時的伯大尼，同樣

做了一件用倒香膏抹耶穌腳的事

(路 7:35-50)。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不僅是這

一位兩位的女子，聖經中還記載好

些姊妹們的一件件美事，只要我們

留意，就可以看見這些姊妹們。像

是耶穌曾聖殿中看見一位寡婦奉

獻兩個小錢，耶穌卻要門徒們仔細

看，因為她是「盡她所能」的獻上

(可 12:41-44)。舊約中有那外籍

配偶路得，打死不退地要陪婆婆拿

俄米回到故鄉伯利恆，面對民族意

識特別強的以色列文化時，她說：

「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上帝就

是我的上帝(得 1:16)，還有那位

在亞蘭王手下乃縵元帥家中當女

僕的以色列女孩，她說「巴不得我

主人去見撒馬利亞的先知-以利

沙，必能治好他的大痲瘋。」(王

下 5:1-4)，還有那位在撒勒法的

寡婦，願意把最後的一把麵粉和一

點油，供應給神的僕人以利亞先

知。(王上 17:8-16)  

這時，又讓我想起那位薇薇安

的女性攝影師，那位不是因想要出

名、獲得頭銜、而僅僅是一種對攝

影的熱情、一種熱愛，盡他所能

的，用她當保母所賺取的薪水，去

買底片、去街上拍照，沖洗。當後

來有人訪問她旁邊的人時，大多認

為她「僅僅」是一個平凡的人，一

輩子沒有什麼特別的，除了一點點

怪之外，就是請求主人同意她能將

自己的房間再加一個鎖，不希望別

人隨便進去。卻從沒有想過看起來

平平凡凡的女子，曾經做過什麼，

會為這個世界留下什麼。 

今天講道的題目，是「女性門

徒(1)—述說一件美事」，從聖經中

從那女子愛耶穌的行動中，從她身

上看見一個愛耶穌的門徒。那位願

意盡自己所有、盡自己所能的去愛

耶穌，值得我們去省思。牧師想到



 

13 

自己，作為一個獻身受派來和平教

會的牧師，當我在思想怎樣去回答

這個問題「獻上自己僅有的？」的

時候，老實說，我還覺得自己擁有

的還不算少，比較難去回答的是什

麼叫做「自己僅有的」呢？進一步

來說，而在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價值

觀下，就像我們要上網買一件東

西，也要貨比三家、比較一個個類

似的東西，我們精打細算，絲毫不

浪費，比 CP 值、比有沒有折價券

優惠、比有沒有免運費等等，這樣

才叫做聰明的買家。大家不都是這

樣的嗎？那麼，對你我來說，什麼

才是愛主呢？是否愛主，愛要愛得

很有效益，很有價值，可以這樣說

嗎？  

但是愛，有時卻常常是一種揮

霍，是一種為所愛的對象而揮霍，

就如擬從經在談戀愛時的行動，那

往往是一件件為愛而揮霍的表

現，不是嗎？同時，愛也需要愛得

即時，因為愛的機會有時一不小心

便稍縱即逝，再也沒有 NG 重來的

時候。耶穌會如此讚許那位女子，

是因為她把握了那樣機會，或者說

創造了那樣的機會。我，想著自己

現在的生活，目前生命中是否有那

樣的機會，或創造了那樣的機會，

是否有好好珍惜和把握呢？那一

個能夠成為我愛主、回應主愛的

「一件美事」？ 

當然，我們當中也會有人說，

那位女子還真幸運，因為她就剛好

在耶穌受難前的那週，把握機會做

的這件事，對我們後來的這些人來

說，已經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了，

不是嗎？你也是這樣想的嗎？但

親愛的弟兄姊妹，耶穌也曾說「做

在最小一位身上，就是做在祂身

上」(太 25:31-46)，如果是這樣

的話，那我們都還有機會，或者說

我們都還有很多機會。在今年大齋

節期中，我們一起讀美國長老會靈

修材料，當中的焦點是讓我們成為

一個心愛的群體。透過一個個故

事，讓我們看見許多，就在我們周

圍弟兄姊妹們的需要。因為，說真

的，我們還真的比較喜歡做在耶穌

身上，勝過做在最小的兄弟姊妹身

上。假設沒有辦法做在耶穌身上，

那退而求其次，做在某一位重要人

物身上也不錯，如果可以做在蔡英

文總統身上、某某部長、某某有頭

有臉的人身上，會比那「最小的一

位」身上，來得有吸引力，不是嗎？

大家想想看，我們不是常常容易將

我們的眼光，去注目看見那些最大

的、最好的、最優秀的、最有潛力

的、那第一名的，不是嗎？但耶穌

的教導卻不是這樣，一點也不是。

耶穌的教導，要顛覆我們頭腦中的

優先順序，在最小的弟兄或姊妹身

上，去做一件的美事。  

接著，我想要跟大家講一個由

李家同弟兄所寫的一個故事，那是

一本叫做「我是誰」的繪本。繪本

一開始，是在天堂的門口，站著一

位身披華麗衣袍的人，那是剛剛過

世的教宗，繪本遠遠的背景，還有

凡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和西班牙

巴塞隆納的聖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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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在人間受到萬人景仰的

教宗，以為到天堂會有一些歡迎他

的儀式，卻發現一點動靜都沒有。

他在天堂的街道上走來走去，沒有

一個人認識他，最後，看見一個｢

天堂報到處｣的牌子，便走了進

去。天堂報到處裡面，有個和善的

辦事員向他打招呼，問他「請問，

你是誰？」教宗指著頭上的帽子，

有點驕傲地說「我是教宗，你看不

出來嗎？」。天堂辦事員在電腦上

打了些字，然後抬起頭來，滿臉困

惑地說「抱歉，我找不到您的資料」

怎麼會，他以為大家都會認識他，

怎麼在天堂的電腦資料中沒有他

的資料。教宗想了一想，說了另外

一個比較小的頭銜，那你找找「歐

洲地區的樞機主教呢？」「抱歉，

天堂的電腦裡還是查無此人。」教

宗又搬出好幾個頭銜：某某年的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全球兒童扶助基

金會的董事…，但天堂辦事員一樣

找不到這些資料。這時候，教宗心

裡想著「哇…這…」。 

這時候，辦事員笑著建議他說

「沒關係，也許您可以試著回想一

下，您最幸福、最充實的時光。」

這時，教宗努力想了一下，他想起

在好久好久以前，他曾經在羅馬鄉

下的孤兒院照顧貧窮的孩子，當時

大家都叫他保羅神父，日子雖然過

得有點苦，但心中卻很滿足。他請

天堂辦事員再查查這個資料。「找

到了，找到了！歡迎您，保羅神

父。資料上說您是個仁慈善良的

人，許多窮苦、需要幫助的孩子，

都感受到了您美好的愛。」這時

候，繪本中有一頁完全沒有字的

圖，是一群小天使們將教宗身上的

帽子、權杖、漂亮的外袍都脫了下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這一頁繪本。 

教宗偷偷看一下電腦螢幕，發

現資料上面只記載他照顧這些兒

童的事，之後他當主教、得獎受表

揚，甚至成為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

領袖等，這些豐功偉業在天堂的電

腦中完全都沒有提到。這時，教宗

問自己，那我是誰？各位，我是誰

這的問題，是我們一輩子要去回答

的問題。然後，在這書本的最後，

他自問自答地回答了「我是誰？」

--我是保羅神父，一位來自鄉下的

神父。而那繪本的最後一頁，寫著

一句「原來，是真誠的付出，才讓

我擁有天堂的鑰匙。」 

當我在準備這篇講道篇時，想

起這個繪本，我懇求主打開你我的

眼睛，看見那最小的。我想我們聽

見這篇信息的成年人，你們會懂得

那種感受，就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經驗變多，越來越老練的同時，卻

越來越不容易保有那種單純的心

和眼光。各位，那位帶著五餅二魚

來到耶穌面前的，是個小孩，因為

他單純地願意盡他所能的交給耶

穌，願這些他所僅有的，能被耶穌

所用。還有我們今天讀到的這位受

到耶穌稱讚，甚至我們都不能確定

她的名字，這位盡她所能、為主「浪

費」的女子，體貼並安慰了我們主

耶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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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不會覺得，有時往往經過

深思熟慮通盤考量後，卻躊躇直到

最後，反倒成為沒有行動力的人。

是否成為常常空有感動，後來卻沒

有行動的人。空有一顆容易感動的

心，卻成為一個行動上的侏儒。但

是各位，耶穌卻不要我們這樣，不

要我們沒有真實的行動來回應。讓

我們一起來懇求主耶穌，求祢讓我

在這禮拜中盡心盡力的跟隨祢，讓

我看見可以怎樣愛祢，把握機會、

甚至創造機會來回應祢的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終其一

生，我們都需要回答這個重要的問

題「我是誰？」在經文中耶穌回應

那些周圍批評的人說「常有窮人和

你們一起，不常有我」，當我在默

想這句話時，心中想到的是現在的

耶穌，會不會也改口對我們說「我

應許常與你們同在，也常有窮人和

你們一起，但是你們卻視而不

見」。主耶穌會不會對我們說「你

們想到宣教傳福音，卻沒有看見好

些印尼的姐姐們就在你們當中？

你們說要成為萬民的祝福，卻空有

概念，沒有行動。台灣有那麼多的

需要，你們的眼光都看到哪裡去？

到底是被什麼卡住了？」還是我們

的眼睛，常常更多去留看見那些最

大的、最貴的、最好的、最美的、

被稱為第一名的、最優秀的、最有

潛力的，卻獨獨沒有看見，那個最

小的、那第二小的、第三小的呢？

這些話，是我對自己深切的反省，

也邀請大家一起來想、來行動。抑

或是因著現在這樣的疫情，反倒讓

我們有以往所沒有的機會和理

由，去行動、去愛、去關懷。 

趁著現在，還有時間，要是我

們每個人，都能把握機會，看見不

同的需要，原來他們就藏在我們目

光焦點的旁邊不遠的地方。讓我們

懇求聖靈，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看見我們周圍的需要，懇求聖靈柔

軟我們的心，在行動之前先聆聽，

聆聽他們的需要，與他們一起陪伴

成長，一起想辦法來解決問題，而

不是我們主觀地去施與捨的關

係。讓聖靈的風帶領我們，走在一

條樂意去聆聽、跨出去行動和分享

的路。而在那當中，我們深知道，

我們是和上帝同工，成為萬民祝福

的和平教會。好不好讓我們盼望

著，當有一天我們回想起一輩子

裡，那最美好的時刻，那些用真誠

的心去關懷和付出的回憶，那些一

段一段最幸福、最充實的時光，有

許多是我們在和平教會中一同去

關懷、付出和行動。那是上帝給我

們的異象，成為萬民的祝福，而我

們正往這樣的方向前進。不管我們

有怎樣的挑戰和卡關的地方，讓我

們一起朝這方向來走，你願意嗎？

在和平教會一起成就一件件的美

事，我們一起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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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0年 4月 6日至 4月 10日 
日期 經文 默 想 題 目 

4/6 
(一) 

約伯記 8 

1.約伯所經歷的信仰實況，是信靠神的不全然得
到好回報，甚至災害頻頻來到，你如果是約伯
的朋友，你會對他說些什麼？  

2.請在最近，特別留意我們在陪伴受苦傷心人
時，是否會說出一些話語，反倒像在傷口上灑
鹽？ 

4/7 
(二) 約伯記 9 

1.你可習慣向上帝表達你內心各樣的感受？你最
近一次向上帝竭力呼求，陳明你的苦情，是什
麼時候呢？ 

2.「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受
苦」，這句話你同意嗎？在我們所在武漢肺炎疫
情肆虐的世界中，你可看見這樣的人，在今天
請花一些時間，為他們禱告。 

4/8 
(三) 約伯記 10 

1.約伯因著受苦，使他從這經驗中去更認真思想
上帝的形象。請說出三項你對上帝形象的體認
(如慈愛的父親、磐石…)，在苦難中是否會改
變原先對上帝的認識？ 

2.你認為在受苦中會讓人更親近神，或是讓人更
遠離神？導致這兩種不同反應的可能原因是什
麼？ 

4/9 
(四) 約伯記 11 

1.省思我們目前生命中各樣的角色，是否在表達
權威時，有無更適切的方式，能讓對方有更好
的領受？ 

2.試想聖經中如果少了約伯記這卷書，會對我們
的信仰造成怎樣的缺憾？ 

4/10 
(五) 約伯記 12 

1.我們在面對不實批評的指責時，最常的反應是
什麼？是逃避、解釋或是反擊。 

2.對您而言，從哪裡最能認識上帝奇妙的作為？
請在今天用心去體會上帝的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