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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愛網相連，成全聖徒 

  主日禮拜程序 
 

第二堂禮拜 講 道：孫寶玲牧師 第三堂禮拜 講 道：  孫寶玲牧師 

 司 會：賴恩慈長老  司 會： 陳錦慧執事 

 司 琴：林純純姊妹  司 琴： 陳祈安弟兄 

 領 詩：簡文隆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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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 新聖詩 第 27 首「我主上帝」 

會 眾 
第三堂 新聖詩 第 298 首「快樂，快樂，我們敬拜」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新聖詩 啟應文 29 詩篇 119 會 眾 

獻 詩 第二堂 全地攏屬佇主 成 契 詩 班 

聖 經  以弗所書 1:3-23 司 會 

講 道  教會交響曲 孫 寶 玲 牧 師 

回 應 詩 
第二堂 新聖詩 第 527 首「咱攏成做一家人」 

會 眾 
第三堂 活出愛 

奉 獻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1、5 節 會 眾 

報告交誼   司 會 

祝福差遣 
第二堂 新聖詩 第 397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會 眾 
第三堂 新聖詩 第 402 首「懇求主祢引領我腳步 」 

祝 禱  孫 寶 玲 牧 師 

阿 們 頌  會 眾 

尾 頌 第二堂 祝福 成 契 詩 班 
 

 

主日禮拜週報 

2021 年 3 月 7 日 

NO.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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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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以弗所書 1:3-23 

3.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賜給我們。 

4.因為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
沒有瑕疵，滿有愛心。 

5.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 
7.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這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 
9.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11.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萬事的上帝照著自己的
旨意所預定的， 

12.為要使我們，這些首先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裏的人，頌讚他的榮耀。 
13.在基督裏你們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們得救的福音，你們也信了

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上帝的子民得救贖，使他的榮耀得

到稱讚。 
15.因此，我既然聽見你們對主耶穌有信心，對眾聖徒有愛心， 
16.就不住地為你們感謝上帝，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 
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

們，使你們真正認識他， 
18.照亮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呼召你們來得的指望是甚麼，他在

聖徒中所得榮耀的基業是何等豐盛， 
19.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這是照他的大能大

力運行的。 
20.這大能曾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人中復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

的右邊， 
21.遠超越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權能的、統治的和一切有名號的；不但

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越了。 
22.上帝使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他為了教會作萬有之首； 
23.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3/8(一) 3/9(二) 3/10(三) 3/11(四) 3/12(五) 

進度 歷代志上 24 歷代志上 25-26 歷代志上 27 歷代志上 28 歷代志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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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教會消息 

一.4/11 復活節受洗、轉籍-洗禮學道班 

預備受洗、轉籍的弟兄姊妹，請預備心，逕向辦公室俊宏幹事報名。 

洗禮學道班(六)上課：3/13、20、27，晚上 7:30-9:00 於 7F06 室。 

繳交見證稿：3/26(五)之前(需要協助者，請洽辦公室)。 

小會問道理：4/4(日)下午 1:30，洗禮和聖餐：4/11(日)上午 10:00 

二.2021 成人主日學春季班 

2021年成主春季班課程即將開始了！三門精采課程自 3/14起開始上課，歡迎大

家一起來學習，請利用週報夾頁或線上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 

1．【做伙來祈禱】，3/21起週日 11:30-12:30/陳群鈺老師/7F03教室 

2．【舊約導論─律法書】，週日 12:00-13:00/陳光勝牧師/6F03教室 

3．【敬拜與聖詩─以 60年代聖詩為據】，3/24起週三班 

   晚上 7:30-9:00/邱淑貞牧師/6F03教室 

三.兒青部消息-2021下學期青田課輔班開始了！ 

時間地點：3/14起每主日下午 2:00-5:00在 B201教室。 

對象：小學三年級至高中三年級。 

免收費用，有興趣者直接前往報到即可，由教會的大學青年為大家服務。 

四.愛網相連、成全聖徒 全教會以弗所書聖經抄寫 

教會推動以弗所書聖經抄寫的活動，請完成的兄姊於 3/14前繳回辦公室，以利

後續裝訂作業，預計 3/28展示，4/4之後可領回。 

五.查經班 

※創世記查經班(講員蔡茂堂牧師)：3/13(六)上午 10:00 於五樓禮拜堂。 

※以斯拉查經班(講員高正吉長老)：3/14(日)上午 8:45 於 6F03 歡迎退休兄

姐一起查考聖經 ! 

六.會友消息 

1.徐嘉鴻、陳盈嘉夫婦於 2/23 喜獲千金，取名徐翌珊，願神祝福新生兒在愛中

成長。 

2.陳大揚、李俊慧夫婦於 3/4喜獲麟兒，願神祝福新生兒在愛中成長。 

3.陳光勝牧師的父親，陳和明弟兄於 3/3 蒙主恩召，享年 80 歲，願上帝保守光

勝牧師一家後續的處理皆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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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人部消息 

各級學校已開學，繪本館也於 2/26開放，歡迎大小朋友蒞臨閱讀。 

和平關懷站"療癒粉彩畫班"將於 3/21起舉辦成果展，敬請期待。 

八.聖經詮釋講座延期 

本會與聖經公會合辦的聖經詮釋講座，原定 3/27舉行之彼得後書/猶大書講座，

因講員航班問題，延至 6/26舉行，報名連結可掃描 QRcode。 

九.陪伴失智看見天光系列講座 

天梯夢協會舉辦陪伴失智看見天光系列講座，在 3/13、4/10、5/15 

共 3次 6小時，費用 600元。和平會友半價優待， 

請至和平專用報名表報名。 

聖樂部消息 

復活節清唱劇「Once Upon a Morning 有一個早起時」將於 2/21起開始排練，

排練時程如下： 

3/07(日) 13:40-16:00 詩班 3/14(日) 13:40-16:00 詩班 
3/21(日) 13:40-16:30 詩班+樂團 3/28(日 13:30-16:30 詩班+樂團 
4/03(六) 13:30-16:30 詩班+樂團 4/4(日) 8:30 聯合禮拜前  詩班+樂團 
 肢體消息 

※身心靈健康促進班 

時間：週三上午9:45 (地點 ：B2禮拜堂) 

3/10 銀髮健康操/菲特邦 

※松年團契 

時間：主日上午 8:40(地點：1F01-02) 
3/14 以斯拉查經班 

 

※成人團契  

時間：主日上午 11:30(地點：2F02) 
3/7 練詩 

※婦女團契 

時間：週二上午 10:00 (地點：1F01) 
3/9 電影欣賞/姬慈玲姊妹 

 
教界消息 

※名人講座【愛在三月天】-星中職場部 

今年適逢星中&北中兩個中會七十週年，中會職場部與婚姻部、大傳部，及北中大傳部

一同擴大規劃本系列三場活動。 

首場 3/26(五)晚上 7:20-9:30 於和平長老教會，邀請洪英正教授(GOOD TV家庭關懷中

心主任) 主講專題【愛在三月天】--社青在愛與性中之權利與責任，屬靈與世界兩者

間的掙扎與出路。報名請洽辦公室。 

※《靈修之旅》夢工作坊-台灣基督徒女性靈修協會 

帶你透過作夢了解自己，也明白上帝要給你的啟示與意象。 

時間地點：05/14(五)晚上 8:00-05/16(日)下午 16:30在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74號

12樓(Malala@厝; 講員：葉寶貴老師 

費用:原價 5,000元；和平教會會友優惠價 4,500元 

報名：本次靈修之旅係小班制，採 E-mail報名，完成繳費才算報名成功 

E-mail:lukelynn04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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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消息 

本會故前長老許鴻源博士 (順天堂科學中藥創辦人，本會順天堂獎學基金捐贈人)將畢
生收藏之臺灣 195 位畫家的超過 600 幅畫作於去年捐贈給文化部，即將於今年
3/20-6/27於台中國美館盛大展出「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本會撒母耳
樂團也應邀於 3/12的展前記者會開場表演。 
這是場國內藝文界的盛事，有關展覽的詳細消息，請參閱國美館與文化部的網頁。 

代禱事項 

1.為肢體 
① 請為住院會友及出院會友康復代禱。  
② 請為目前接受化療、標靶治療的兄姊及教會長輩身體代禱。 
③ 請為有些家庭生活壓力增加，如單親、工作不順的青年代禱。 

2.為世界 
為緬甸政變禱告，在當地時間 2/28，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表示，根據可靠消息，
緬甸軍方開槍鎮壓示威者，至少 18 人死亡，這是自 2/1 發生政局動蕩以來最
血腥的一日。求主賜下公義與憐憫給緬甸，並賜給百姓內心有平安與盼望! 

3.為台灣 
首批新冠疫苗(AZ 牛津疫苗)在 3 日送抵台灣。目前政府規劃讓每人只接種一
劑，並透過健保系統輔助，依序分配給「直接接觸新冠肺炎個案的醫療工作
者」、「沒有直接接觸新冠肺炎個案的醫療工作者」。這款疫苗間隔 8～12 週再
打第二劑有不錯效果，希望八週後能接續取得第二批供貨。求主保守政府規
畫疫苗施打者的順序與配送、後續採購能有效率，以及國內疫苗研發製造都
順利並堅固百姓的信心禱告。 

4.為教會 
1.為禮拜六日全教會的培靈會感恩，感謝上帝藉由孫寶玲老師的口，傳講聖經
話語的亮光，成為兄姊生命和教會更新的動力。 

2.弟兄姊妹在一同抄寫聖經時，成為一段精心親近神的時光，並藉此更經歷上
帝話語的寶貴。 

【為教牧團隊禱告】 
本週為陳光勝牧師禱告，願主保守牧師的家庭、侍奉和家庭健康，特別在父
親去世後的日子，得到主愛的充滿與眾人的安慰。 

5.為子會南園教會 
① 為南園的人數穩定成長禱告，求主帶領找出新的聚會空間，願神帶領教會

服事品質和內在信仰都健康強壯。 
② 為 3/26-27 的全人更新營和後續門徒學校(上)課程禱告，求主挪走一切攔阻，  

參加的弟兄姊妹有渴慕的心和豐盛的領受。 
6.為傳道人 
  為梁望惠牧師代禱～在聖經公會服侍 

① 為在疫情嚴峻下，榮德長老、望惠牧師仍然能夠健康地正常工作獻上感恩。 
② 為賽德克聖經去年底出版；現代中文譯本研讀本二刷已抵台灣；現代台語

聖經開始排版感恩。 
③ 請為現代台語聖經排版校對順利進行，今年能夠出版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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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獻金 

040101 500  

060016,130119 1,000  

110224 1,800  

080212 2,000  

040022,110019 3,000  

100093 4,000  

130058 5,300  

110084 6,000  

110087 10,000  

小計 37,600 

新春獻金 

070348 2,000 

總會原住民宣教事工奉獻主日 

110291 1,000 
  

【2/27~3/5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3/01 轉帳 110366 3,000  

03/01 轉帳 090092 5,000  

03/01 轉帳 160056 5,000  

03/02 現存 160068 2,000  

03/02 轉帳 080014 6,000  

03/02 轉帳 110025 15,000  

03/02 轉帳 090001 20,000  

03/03 郵政 110039 84,000  

03/05 轉帳 090106 3,000  

03/05 轉帳 120125 3,000  

感恩奉獻 

03/02 轉帳 110025 40,000  

台灣行動支付不記名奉獻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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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31,645 

幼幼  340 

幼主  1,950 

兒主  455 

小計 34,390 

月定奉獻 

130077 1,000  

100087,100097,140023,160064 

170002,220001 
2,000  

110043,110052,110120 3,000  

140031 4,000  

130006 4,300  

080023,080180,110024,110145 5,000  

080256,090012,110019,110087 

110094,160082 
6,000  

110074 20,000  

070191 30,000  

小計 136,300 

宣道基金 
170002 500  

120111,160064 1,000  

090012,110043,150088 2,000  

110019 3,000  

小計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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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本主日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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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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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1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37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敬拜團  
主日禱告室 主日  9：30 五樓禮拜堂 禱告室同工  3/14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02 邱淑貞牧師 18 3/11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4 3/12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休息 35 3/14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7F05 獻詩練習 35 3/14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5 3/14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電影欣賞/姬慈玲姊妹 36 3/09 
方舟團契 週五 19：00 7F03 僕人領導（四） 22 3/12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青崇（普選） 23 3/13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青崇 18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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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3/21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林瑜琳小組長 21 3/14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7M05 邱淑貞牧師  3/14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 7F05 吳雅莉牧師 7 3/14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執事 6 3/21 
橄欖小組 每月第 1、2 主日 12:00 6F01 恢復愛餐前暫停  -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 主日 11:30 B101 蔡雅如執事  3/14 
新力氣分享小組 線上聚會 線上聚會 信仰與生活/蕭崑杉弟兄  - 
甘泉小組A/B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台語聖詩  3/09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1F01 陳群鈺小組長 10 3/09 
安得烈小組10B 每月第1、3週二19:30 6F02 詹穎雯執事 6 3/16 
安得烈小組10C 每月第1、3週二19:30 6F01 周幸華執事 6 3/16 
但以理讀書會 每隔週週二 19:00 6F01 享受美好生活的 9 道練習 6 3/09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3/16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B2 銀髮健康操/菲特邦 69 3/10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群鈺小組長 19 3/12 
K.B II 小組 每週五 10:00 7F06 王雪枝長老 15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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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畢契小家 週

六 

每週六晚上 18:00 B101 陳約劭弟兄 9 3/13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1 黃瑞榮長老 12 3/27 
十字路小組 每週六晚上 19：00 6F04-5 王道一長老 5 3/13 

查 
經 
班 

創世記查經班 週六 10：00-12：00 五樓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3/13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 2 週主日 8:45 6F03 高正吉長老  3/14 
詩
班
樂
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41 3/14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8 3/09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紀竣豪弟兄  3/20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弟兄 11 3/13 

社 
 

區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桌遊/21  健身/56  粉彩/- 3/09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17 3/10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3 張雅琇長老 8 3/10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乾美穗子姊妹 7 3/10 
國小生命教育 每月第 1 週四 10:00 2F02 陳錦慧執事 11 4/01 
姊妹成長讀書會 週五 09：30-11：30 6F01 沈月蓮長老 6 3/12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14 3/12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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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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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寶瑩、楊嘉林、蔡宜真 
陳怡如、許信介、林威助 陳妙瑛、蔡雅娟、林予平 

新朋友關懷  柳金堂、黃碧珍 沈月蓮、何堅仁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吳夏語、墜添成 林俊宏、墜添成 
投 影  孫家藟 孫家藟 
愛 餐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武茂玲 
主日禱告室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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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維倫 
司   會 曾煥雯 陳秀英 吳夏語 
司   琴 林純純 鄭佳姍 林惟庸 
領   詩  陳惠周 陳群鈺 
獻   詩 亞伯拉罕樂團 雅歌詩班 和平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陳月樺、卓絢玲、藍慧芬 林芷伊、陳詞章、鍾政輝 
邱寶瑩、凌忠華 許素菲、李易真、林尚平 

新朋友關懷 林燕卿 邱煌森、林敘杏 繆芊苔、沈月蓮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王琬姿、墜添成 王琬姿、墜添成 王琬姿、墜添成 
投 影 孫家藟 孫家藟 吳宜蓁 
愛 餐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陳秀惠 
主日禱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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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李敏萱老師‧黃翠芹姊妹  

大 13 
小 9 

3/14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  重回耶路撒冷 11 
3/14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禮拜堂 耶穌的權柄與神蹟 26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B201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2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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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黃琦娜 周享傑 張宏哲 黃毅遠 艾莉家 莊瑜芳  李冠璇 陳毓文 王玉山 曹沛瑄 
3/14 陳新慈 陳子苡 張宏哲 陳錦慧 陳錦慧 楊琴朱 莊瑜芳 劉家妤 陳毓文 王玉山 楊雅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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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QRCode 
教 會 電 話 ： 2351-0087  傳真：2351-0118 直播網址右上：https://pse.is/x83n9 
 地      址：  106011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巷 9號 
 網      址：  www.taipeihoping.org     Email：admin@hoping.org.tw 

mailto:admin@hop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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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日期：2021/1/17  

經文：以弗所書 1:15-23；3:14-21 

【講道大綱】 

前言：司布真論禱告 

 

人的矛盾 

  知道禱告很重要，卻無法恆常禱告 

 

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 

  以敬虔的心開始 

  基督的愛內住 

  上帝的大能運行 

 

為何需要在聖徒的群體興起禱告生活 

  再提醒「聖徒」的意義 

 「密室的禱告」與「全體的禱告」 

     

結語：我們一起禱告吧 
 
【默想】 

1.禱告是與上帝的相交。若我們與自己所敬愛的父母或良師益友交談
時，不會感到無目標或厭倦，那麼我們又以甚麼態度與上帝交通呢？ 

2.自己禱告時，心靈有得到上帝大能餵養嗎？或只是以｢行禮如儀」的態
度來看待禱告？應該如何改進？ 

【行動方案】 
建造個人的｢密室禱告」習慣，並積極參加教會各項禱告會，請參考週報
第 7 頁各式禱告會，若不便前往教會參加者，亦可參加線上禱告會直播。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愛網相連，成全聖徒 

          興起禱告的生活 

邱淑貞牧師 

 
 
 
 
 
 
 
 
 
 
 
 
 
 
 
 
 
 
 
 
 
 
 
 
 
 
 
 
 
 
 

福音週報 

2021年3月7日 

NO.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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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司布真論禱告 
  司布真是十九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其中一位
牧者，他有｢講道王子」的美稱，但他的禱告
和有關於禱告的教導更是令當代人頗有領
受。 
    對司布真來説，禱告不單是靈性生命的
必需品，更相等於一個人自然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呼吸。他曾說：「我沒辦法不禱告， 每
分鐘、每一刻，我的心必須與上帝相交。『禱
告的必須』於我來説猶如雙肺的挺舉、 脈搏
的跳動。」這位講道王子其實也是一位｢禱告
的王子」啊。 
註 1：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
年 6 月 19 日－1892 年 1 月 31 日）擔任新公園
街浸信會的堂主任時，只有十九歲，沒上過
大學，當年也是備受爭議，圍繞著他的輿論
攻擊似乎從不止息。結果他抵住這些攻訐，
成為著名的「講道王子」直至 57 歲過世。) 
 

二、人的矛盾---知道禱告很重要，
卻無法恆常禱告 
    每個基督徒應該都不會否認｢恆切禱告」
是操練信仰生命成長的養分，但是捫心自
問，我們是否有許多為｢沒辦法恆切禱告」開
脫的藉口？例如：太忙？在家裡很難專心禱
告？覺得禱告是一件有壓力的事，例如被邀
請在公眾中禱告，像是｢被懲罰」一般。 
    人之所以無法恆切禱告，就是---頭腦相
信禱告大有功效，卻缺乏將禱告化為實際行
為的動力！並且人之所以感到禱告困難，最
大的原因是因為自己與上帝的關係模糊不
清。假設一個人不能肯定上帝是否存在，是
否良善，是否有三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
的位格，或是懷疑上帝是否掌管世界、宇宙、
祂是否關心平凡無奇或是沒有偉大功勳的
人...，我想這個人必定會斷言：禱告－不過
是人在困境想要抓住浮木的無用行為，如此
一來，他也就不會禱告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從今年教會目標經文
所在的以弗所書來看，保羅在以弗所書中給
我們甚麼有關禱告的示範與教導。 
 

三、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 
   在｢1：16b我在禱告中提到你們，17 求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天父，把聖靈
賜給你們。這聖靈會給你們智慧，啟示你們
認識上帝。」和｢3：19 願你們能理解基督那
超越知識所能領悟的愛，好使你們能完全被
上帝的完美所充滿」中，保羅不斷提醒信徒；
以人的智慧或是經驗，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實
在是有限，除非是上帝親自啟示給人明白。
所以我們看見保羅的禱告中，不斷懇求天父
上帝賞賜聖靈，幫助我們明白祂的心意。 

禱告應該 

(一)以敬虔的心開始 
    在 3：14中，保羅提到｢我在天父面前跪
下」。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中，一般多是採取站
著禱告的姿勢(參路 18：11｢那個法利賽人昂
然站立，禱告說：『上帝啊，我感謝你，因為
我不像別人那樣貪婪、不義、淫亂，更不像
那個稅棍。』....」)。但是保羅卻以不同於
當時一般人的禱告方式：以敬虔的心在上帝
面前屈膝跪下，自然而然的表現出他與上帝
之間深厚的關係與敬意。 
(二)有基督的愛內住 
V.17 我又祈求基督，藉著你們的信心，住在
你們心裡，使你們在他的愛中有根有基，V.18
好使你們能夠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體會基
督的愛是多麼的長闊高深。 
    在保羅的禱告中(v.17)，我們看見他為
以弗所教會信徒禱告：懇求耶穌基督藉著聖
靈住在信徒的心裏；並且治理他們的心。除
此之外，耶穌的內住更是帶給信徒力量。 
    當信徒心裏有基督的內住和力量，自然
便有屬靈的能力，能夠明白基督的愛，隨時
隨地體會到上帝的能力，並且能夠實際的在
生活中實踐愛。 
(三)上帝的大能運行 
    v.20｢運行在我們當中的大能」與 v.16｢
藉著聖靈賜給你們力量」是相同的，這能力
是運行在信徒心裏(或可表達為｢上帝在信徒
心裏行使能力」)，而且照著這能力(by the 
power)祂是能夠(who is able)成就一切。 
    雖然我們的知識、意志有限、因著慾望
而有妄求，但是上帝的能力是遠超過人受限
的一切，上帝所成就的事是公義且遠超過我
們所求、所想的。 
 

四、為何需要在聖徒的群體興起禱
告生活 
    請注意，保羅的禱告中，是說｢上帝能以
運行在『我們』當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表示
這個禱告的成就需要在信仰的群體顯出。 
再提醒｢聖徒」的意義 
   保羅在很多地方稱基督徒為蒙召作｢聖」
徒的。希臘原文是 hágios。在新約中，hágios
（神聖）的意思是｢與世界不同」，從世界分
別出來的意思。 
    保羅稱基督徒是 hagios的時候，他的意
思是｢他們與別人不一樣」，這種｢不一樣」不
是指：在日常生活上特意跟一般人不一樣，
而是因為與耶穌基督聯繫的關係，漸漸讓他
們的日常生活更接近耶穌基督的行為，因此
與世人一般行為漸漸有所分別。 
    這跟天主教｢聖徒/聖人」的意義完全不
一樣。除非是由教皇或重要的主教經過｢宣
福」（beatified）或｢封聖」（canonized）的
儀式，否則一個人不會成為聖人。 
註 2.追封已過世人的一種儀式，用意在於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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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其德行，認定其信仰足以升上天堂。天主
教徒相信，以真福者的名號禱告，真福者將
會為祈禱者向天主代禱，會有更好的成效。 
註 3.封聖是宣福禮之後的進階儀式；經過宣
福禮的真福者，再出現過兩次神蹟，經過教
會進一步確認其資格後，就可以舉行封聖儀
式，宣布承認這個人為聖人。 
 
    但是，保羅告訴我們：凡是憑著信心接
受耶穌基督的人，都是｢聖徒」(例：｢奉上帝
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
所的眾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裏忠心的人。」
(弗 1：1)。在天主教的實踐中，聖徒被崇敬，
是祈禱對象，聖經則要求聖徒們要敬畏和崇
拜上帝，並單獨向上帝祈禱。 
 

｢密室的禱告」與｢全體的禱告」的
區別 
(一)密室禱告---個人的禱告殿 
    很多人一直以為禱告是一項屬靈的操
練，需要投注無比的心力去做的事，就像是
操練技能一樣，但是早期教父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所說：｢禱告其實
就是持續與上帝同行」。 
    請看馬太福音 6：6｢你禱告的時候，要進
你的內室，關上門，向在隱密中的天父禱告。」
單看這一節經文，我們很可能會以為福音書
作者似乎是要求我們得像早期教會的隱修
士，隱匿在曠野或山頂洞穴中，不理俗世、
專務禱告一般。 
    然而，當我們再深入探究馬太 6：6經文
的背景會知道，在耶穌的時代，猶太人一天
中有三次固定禱告；早上 45分鐘，中午 30
分鐘、晚上 45 分鐘，以此紀念與上帝之間親
密的關係。法利賽人可說是最嚴格執行這個
傳統的一群了。然而耶穌卻不客氣地指責他
們偽善，因為他們喜愛站在會堂或路口望天
禱告，好讓人看見他們是如此的｢虔誠」。 
    可見｢密室禱告」是建立在｢上帝－我」
的親密關係之中，是別人無法在其中插手
的。這個｢密室」要建立在何處？它可以建立
在家中廚房、書房一角、睡床前、辦公室一
隅...，甚至是路旁行道樹下。重點是，你是
否願意單獨與上帝同在呢？ 
(二)｢全體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 
    有一位美國的牧師，問司布真宣教工作
成功的秘訣。司布真告訴他說，｢是地下室的
『鍋爐』」，然後領那人去看，在那裏，有六
七百人為他們的牧者、教會福音事工禱告。
這正是使徒古老的方法：以｢祈禱」傳道為事
(徒 4：31他們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開始勇敢地傳講上帝的
信息。) 
    徒 4：31這節經文的背景是：彼得和約
翰上聖殿醫病傳道，卻因為他們講述耶穌復

活的事，而被祭司們和守殿官等捉拿、囚禁
和審判。最後，這些宗教領袖因為兩個使徒
行了轟動全城的｢讓生來瘸腿的人起來行走
之神蹟」，為恐怕嚴刑拷打使徒會讓城中百姓
不滿，於是只恐嚇了一番，便釋放了他們。 
    從使徒行傳 3 章~4：31 節和司布真帶著
美國牧師到教會地下室所看到的情景，我們
確實領會到｢全體的禱告」---是大有功效
的。何時我們的教會也能興起一群禱告勇
士，為教會守望、為肢體的需要做出殷勤禱
告的行動呢？ 

 
結語：我們一起禱告吧 
    四圍環顧，有太多太多事情需要禱告
了。我們需要在密室禱告中親近上帝、在全
體禱告中領會上帝大能的運行。或許我們會
有以下的心聲：｢我知道禱告很重要，但是我
不會禱告啊！」該如何禱告呢？主耶穌教導
的主禱文是一個很好的範本。 
    主禱文中揭示了：當我們樂意參與在｢禱
告」之時，我們的禱告應該要兼顧的 12個面
向： 
家庭---我們在天上的父 
尊崇---願你的名為聖 
信心宣告---你的國降臨 
順服---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供應---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饒恕---免我們的債 
自由---我們免人的債 
保護---不教我們遇見試探 
爭戰---救我們脫離兇惡 
上帝國度---因為國度 
權能---知道並肯定上帝的權柄無限。 
頌讚---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以主禱文成為我們思想的模式、重新塑
造的禱告方向。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在和平
教會這個信仰大家庭中興起禱告的生活，一
起來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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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1年 3 月 8 日至 12 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3/8 
(一) 歷代志上 24 

1.大衛在建造聖殿的事上，除了預備建築材料，還
做了什麽？這對神的事工有何提示？ 

2.何以要這麼多人參與聖殿的事奉工作？對我們
教會事奉的參與有何提醒？ 

3/9 
(二) 

歷代志上
25-26 

1.大衛建立班次管理聖殿，給我們的事奉有何啟
示？ 

2.你對神的奉獻是出於樂意，還是不得已的呢？ 

3/10 
(三) 

歷代志上 27 

1.在教會的服侍和分工中，你可願意上帝使用你的
恩賜才幹，參與在上帝國的建造中。 

2.世代間的傳承實在是一件美好的事，卻往往也存
有許多實際的挑戰，如果你有這樣的機會，請不
要輕易的放棄。在今天再次思想，你如何能扮演
好「傳」或「承」的角色。 

3/11 
(四) 歷代志上 28 

1.經文中 6-10 節重複出現「尋求」、「遵行」，請將
這些動詞找出來。 

2.信仰傳承是什麼？就是從「你的上帝」成為「我
的上帝」的歷程，在教會生活中，你我可以怎樣
有份在其中？ 

3/12 
(五) 歷代志上 29 

1.「今天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當大衛
率先熱心奉獻並邀請百姓參與，大家都誠心樂意
奉獻。你可願意成為那率先奉獻的人？ 

2.回顧整卷歷代志上，讓你印象最深刻的記載是什
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