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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愛網相連，成全聖徒 

 主日禮拜暨聖禮典程序 
 
聯 合 禮 拜 講道：陳光勝牧師  司會：何堅信長老 

 司琴：周靜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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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新聖詩 第 154 首「救主，我親近你」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154 首「救主，我親近你」 

信 仰 告 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新聖詩 啟應文 20 詩篇 90 司 會 
獻 詩 恁若疼我 成 契 詩 班 
聖 經 哥林多後書 11:30 司 會 
講 道 誇耀軟弱 陳光勝牧師 

回 應 詩 
(華)  新聖詩 第 81 首「主溫柔慈愛聲音」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81 首「主溫柔仁愛聲音」 

洗 禮  蔡維倫牧師 
恭 守 聖 餐 新聖詩 第 366 首「主，祢的身軀替我受拍破」 蔡維倫牧師 
奉 獻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祝 福 差 遣 
(華)  新聖詩 第 397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陳光勝牧師 
(台)  新聖詩 第 397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祝 禱  陳光勝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尾 頌  成 契 詩 班 
殿 樂 去！去報揚 司 琴 
 

 

主日禮拜週報 

2021 年 4 月 11 日 

NO.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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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的改變 

以自己的眼界看世界 

承認限制，才能看見不同 

  猶太教師的智慧 

  乃縵將軍 

關心與陷入 

  不同政黨對於時政的攻防 

  不同神學觀對於信仰認知的衝突 

  信仰與實況生命的落差 

上帝的應許 

連結於無限中的有限 

結語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4/12(一) 4/13(二) 4/14(三) 4/15(四) 4/16(五) 

進度 使徒行傳 21 使徒行傳 22 使徒行傳 23 使徒行傳 24 使徒行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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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工消息】 
 

 

 

 

 

 

 

 
 

 

     

  

 

 

教會消息 

一.第一、三堂禮拜場地調整  
自下主日(4/18)起，第一、三堂禮拜將改於五樓禮拜堂聚會，請兄姊留意。同
時，各堂禮拜結束後都各有 30 分鐘的「禱告時光」，邀請大家在禮拜後留下，
透過這時間單獨會主，安靜親近神。 

二.校園書房擺攤 
下主日(4/18)在一樓大廳安排校園書房來教會擺書攤，時間為早上 9:30-下午
2:00，同時在下午 1:30於一樓有 40分鐘的「書籍介紹分享會」，將由校園雜誌
總編輯黃旭榮傳道主講，邀請大家一起來恢復我們屬靈閱讀的胃口。 

三.聖經詮釋講座 

本會與聖經公會合辦的聖經詮釋講座，本會會友可享特別優惠價並有教會補

助，每人每場只要 150元（含午餐）。即日起開始報名，詳情請掃描 QR-code，

並用和平教會團體報名專用線上系統或向辦公室報名，並在本主日前完成 4/24

場次講座之報名及繳費。機會難得，請踴躍參加，並請隨時留意疫情資訊。當

天實體上課總人數以 120位為上限，保留 40位名額給和平教會會友，線上上課

不限名額，請儘早報名繳費。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TVE2XNiEE5RR7Sz9 

※4/24(六)以色列先知的傳統與沿革，講員：胡維華牧師/博士 

※6/26(六)彼得後書/猶大書，講員：彭國瑋牧師/博士 

※7/03(六)牧者保羅，講員：葉約翰牧師/博士 

※9/25(六)如何理解新約對舊約的使用，講員：彭國瑋牧師/博士 

四.109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 
109學年度上學期本教會獎學金申請，收件至本主日中午 12:00截止。 
申請的項目有：林盛蕊長老紀念獎學金、林建良紀念獎學金、順天堂獎學金以
及和平教會獎學金，鼓勵在學的國中以上同學申請。詳細申請資格與辦法可在
教會網站「表格下載」，見證稿須提供 word 檔。申請文件請繳交辦公室林俊宏
幹事，或 email 至 chunhung8564@hoping.org.tw 

五.南園教會消息 
南園教會將於 4/25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李俊佑牧師為南園教會的第一任牧
師，請兄姊繼續關心代禱南園教會成立堂會的各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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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欽維(父：朱明德、母：羅文妤) 
       林書宇(父：林彥佑、母：詹于慧) 
成人洗：朱瓊瑤、鄭雅元、劉柏翰 
本宗轉籍：蕭宇恆             他宗轉籍：戴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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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冠疫炎背後的氣候變遷 

成人團契舉辦專題演講，新冠疫炎背後的氣候變遷，4/18 下午 1:30-3:00 在
6F03，講員：黃正忠博士。歡迎大家參加。 

成人主日學 

班別 時間 教室 上次人數 下次上課時間 
敬拜與聖詩 週三 19:30-21:30 6F02 11 4/14 
舊約禱論-律法書 週日 12:30-13:30 6F03 9 4/18 

教界消息 

※危機災難悲傷輔導&靈性關顧-台灣國際飢餓對策協會 
讓助人者在成為真正助人者前，能坦然面對自己曾經／正歷經的失落經驗，經由這個
檢視及恢復的過程經驗，成為具有同理心的陪伴者。透過理論及實務，認識悲傷、死
亡、失落者的心理反應與需要、自我探索、面對自己的失落經驗，進而面對自己的限
制，試著運用輔導技巧來陪伴受助者，也避免助人過程中自己可能受到傷害。 
本次課程共有三階段，第一階段時間為 6/28-30內容如下 
悲傷概論/悲傷風險與高危險群評估/悲傷撫慰與支持基本原則/死亡與善終-(輔大社
工系李閏華老師) 
從基督教信仰看苦難意義與療癒-(協談主任潘美惠牧師) 
同理心與溝通技巧/實例演練-(資深社工師主任張玉仕老師) 
研習地點皆在雙連教會，報名費用：單一階段 4,000元，全程三階段優惠 10,000元。
旁聽一日 1,500元；參訓過全程者補課，單一階段 2,000元。 
其他階段詳請及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LGgi5DZEYzrqb1eP8 

※台灣神學院延伸教育中心＆神學系2021年春季神學週-台神延伸教育中心 & 神學系 
主題：基督教靈性形成與靈性照顧現場 
4/13《從靈性形成到靈性照顧》主講人：馬約翰牧師、吳雅莉牧師 
4/14《在靈性照顧現場-臨床照顧經驗》主講人：台北馬偕院牧部團隊：周元元牧師、
林耿真牧師、胡蓮芬關懷師，主持人：胡瑞芝老師 
時間地點：4/13-14晚上 7:00-9:30濟南長老教會禮拜堂（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報名請洽：（02）2396-4789＃306或 Email：yulincheng@tgst.edu.tw 
免費入場，但須事先報名 

※創新關係中的教會與社區課程-台灣女子神學院 
建立關係圈，強化合作的對象，在美好關係與互動中，發展社區事工。從教會與社區
盤點中，討論教會可以發展的議題，與可能建立的社區組織，並舉實例佐證，進而適
時將福音傳播。報名至 4/13截止，報名請洽 https://reurl.cc/3NZ2XL 

※名人講座【婚姻的破口與整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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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 4/23(五)晚上 7:20-9:30 於三光教會，邀請錢玉芬教授(台神輔導中心主任) 主
講專題【婚姻的破口與整全】--青年如何超越過去的生命禁錮與渾沌，進入愛得完全
的婚姻裡。報名請洽辦公室，亦有提供網路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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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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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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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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手法日益極端的緬甸軍政府，近日大批軍警「鎮壓狩獵」，像是直接在放
出街上實彈開火「獵殺」機車騎士或夜間行人；或是擴大無差別臨檢，並對
任何身上攜帶手機的路人視為「潛伏示威者」而逕行逮捕；以及針對各級醫
療院所、街頭急救志工團的「醫者清算」行動。求主賜下保護與平安在緬甸。 

3.為台灣 
台鐵太魯閣號出軌重大事故造成嚴重死傷，經此變故，台鐵的改革需加速，
昨天總統已裁示未來台鐵的改革方向，包括：強化台鐵組織功能調整、提升
台鐵的安全管理和營運效率、解決台鐵的財務虧損，最後需努力找出最適合
台鐵的永續經營模式。求主安慰罹難者家屬的心，也賜下智慧、能力給政府
與相關單位做正確方向的改革。 

4.為教會 
  疫情期間，兄姊在教會的活動有諸多的限制，願上帝帶領兄姊，在因應疫情
配合的過程中，雖然不方便，但是為了整體疫情的防護，願意體諒擔當，也
願意時時彼此代禱，建立連結於基督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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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接下來為升格堂會的各項事工禱告，盼望牧師監選與升格感恩禮拜籌

備順利進行，願上帝帶領南園更加強盛茁壯。 
② 門徒學校《上》已於 4/9(五) 開始，請為每位學員更認識神、更多經歷神禱

告，並且能夠倚靠神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6.為傳道人 
  為陳怡真牧師禱告〜在崙上教會服侍 

① 怡真牧師的身體仍然時常出現疲憊、無力、抽搐等神經症狀，預計 4/20-24
在高醫接受檢查，求主保守檢查過程可以找到問題的癥結，對症治療。 

② 4/11 清明敬祖會，5/2 母親節禮拜，都會有才藝班家庭及跟進者來參加，求
主帶領教會可以和他們有進一步的連結。 

③ 進行了幾週的長執同工密集訓練，願主保守弟兄姊妹能養成靈修 QT 的習
慣(包含線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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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獻金 

110383 50  

110141 200  

150081 500  

060016,110302,130119,150012 

有志 
1,000  

040113,170059 3,000  

080212 4,000  

130015 500,000  

小計 515,750 

宣道基金 
070349 1,000 

150090 1,500 

小計 2,500 

台南神學院 

060004 3,000 

少年團契 

聚會獻金 294 
 

【4/3~4/9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4/05 轉帳 090106 3,000  

04/05 轉帳 120125 3,000  

04/06 轉帳 160056 5,000  

04/08 轉帳 190027 6,500  

04/09 轉帳 090001 20,000  

台灣行動支付不記名奉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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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09048 中信銀 台北富邦 1,500 

4/7 為金華國中 台北富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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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09 

幼幼  316 

幼主  591 

兒主  612 

小計 33,428 

月定奉獻 

070224,100063,120006,150015 1,000  

040091 1,200  

150081 1,500  

070240,110008,110040,110462 

150090 
2,000  

120026,120106,180012 3,000  

090122,110236,110316,170070 4,000  

060010,110052 5,000  

070349,980036 6,000  

060004 12,000  

130005 15,000  

080026 20,000  

130015 30,000  

小計 140,700 

復活節獻金 

080256,110028 1,000  

110019 2,000  

小計 4,000 

救災基金 

有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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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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禮拜堂  

410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410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五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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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4/18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1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69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五樓禮拜堂 敬拜團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02 陳光勝牧師 15 4/15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7 4/16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以斯拉查經班 35 4/18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7F05 獻詩練習 35 4/18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5 4/18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講座 35 4/13 
方舟團契 週五 19：00 7F03 真理根基(二) 14 4/16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查經 28 4/17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信仰活動 21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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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4/18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林瑜琳小組長 15 4/18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7M05 邱淑貞牧師  4/25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 7F05 吳雅莉牧師  5/9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執事 8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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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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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群體發光第一章 15 4/13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1F01 陳群鈺小組長 8 4/13 
安得烈小組10B 每月第1、3週二19:30 6F02 詹穎雯執事 10 4/20 
安得烈小組10C 每月第1、3週二19:30 6F01 周幸華執事 1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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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4/20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B2 銀髮健康操/菲特邦 71 4/14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群鈺小組長 18 4/16 
K.B II 小組 每週五 10:00 7F06 王雪枝長老 8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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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17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1 黃瑞榮長老 12 4/24 
查 
經 
班 

生命建造查經班 
（創世記查經） 週六 10：00-12：00 五樓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5/15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 2 週主日 8:45 6F03 高正吉長老  5/2 

詩
班
樂
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29 4/18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8 4/13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紀竣豪弟兄  4/17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弟兄 11 4/24 

社 
 

區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183/46 桌遊/25 粉彩/26 健身/62  4/13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17 4/14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3 張雅琇長老 8 4/14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乾美穗子姊妹 8 4/14 
國小生命教育 每月第 1 週四 10:00 2F02 陳錦慧執事 12 5/6 
姊妹成長讀書會 週五 09：30-11：30 6F01 沈月蓮長老 6 4/16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14 4/16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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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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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芷伊、陳月樺、卓絢玲 
陳詞章、蕭凱文、林威助 

 

新朋友關懷  邱煌森、林敍杏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吳夏語、陳昌明  
投 影  孫家藟  
愛 餐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陳秀惠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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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慧娟 戴佑龍 吳宗翰 
司   琴 陳美晴 林純純 陳祈安 
領   詩  潘致偉 陳非比 
獻   詩 陳長伯 希幔詩班 青契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許信允、林育琦、藍慧芬 
江豐盛、周寶秀 

楊嘉林、蔡宜真、王武聰 
陳鋒駿、林尚平、蔡雅娟 

新朋友關懷 陳月樺 邱煌森、林敍杏 李敏萱、程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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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俊池、楊沐恩 
愛 餐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陳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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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18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  等待耶穌降生 12 
4/18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禮拜堂 耶穌被抓受審 24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B201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17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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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夏佳恩 張宏哲 藍慧芬 祈右家 楊琴朱 劉家妤 莊瑜芳 蔡沛琳  曹沛瑄 
4/18  夏佳恩 張宏哲 黃毅遠 lulu家 劉家妤 楊承恩 李冠璇 蔡沛琳 周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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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4           經文：徒 2:42-47、徒 4:32-37 

【講道大綱】 

一、前言 
      初代教會興起的秘訣？ 

二、眾多紛紜的祕訣 
  1.當時這群人做了些什麼？ 
  2.補充關於變賣田產，凡物公用的理解。 
  3.教會歷史中「回到初代教會」找尋教會興盛的秘訣。 

三、對教會興起的進一步觀察 
  1.以弗所書中的理想教會 vs.初代教會 
  2.教會是一群不凡的人 
  a.哥提納哥拉斯(Athenagoras of Athens AD.130-190)所寫的「致丟格

那妥書」 
  b.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AD.1934〜）所寫「基督教的興起」 
  3.不同凡響教會的背後，是因有位同凡響的上帝。 
  4.對你來說，教會是什麼樣子？是否太熟悉卻反而看不清楚。 

四、回應的行動 
   未來兩個月的教會活動，包括： 

1.開學了—成主課程和社區長者關懷站課程。 
2.長執會共讀「讓群體發光—操練信望愛的美好關係」4/18 當天校園

書房來擺書攤，下午書籍分享會。 
3.抄寫聖經收件至今天截止，拭目以待 3/28 的展覽。  
4. 受難週復活節—4/2 受難日聯合禱告會、4/4 清唱劇聯合禮拜、4/11

洗禮聖餐。  
5. 第一三堂禮拜更換場地 4/18 開始，目的是要讓參加禮拜和服侍的同

工都能有時間預備心。 
同時，尚有些其他在進行的重要事件和活動，包括： 
1. 南園教會 3/28長執就任、4月牧師重新監選為升格堂會後第一任牧師。 
2. 天梯夢協會—關懷失智課程 4/10。 
3. 智庫講堂課程—加拉太書、奧古斯丁的基督教宣講與古典修辭學開課。 
4. 聖經公會 4/27 聖經講座。 
5. 中會職場名人講座 3/26(五)晚上邀請洪英正老師在我們和平教會，

專講【愛在三月天】談職場青年的愛與性。 

五、結論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愛網相連，成全聖徒 

          初代教會的秘密 

蔡維倫牧師 

 
 
 
 
 
 
 
 
 
 
 
 
 
 
 
 
 
 
 
 
 
 
 
 
 
 
 
 
 
 
 

福音週報 

2021年4月11日 

NO.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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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初代教會興起的秘訣？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們所讀

的這兩段經文，記載使徒行傳中教

會剛誕生時的情景，在耶穌復活升

天後，門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在五

旬節時，聖靈充滿耶穌的門徒們，

使他們說方言，吸引許多人聚集，

那時彼得起來講道，見證復活的耶

穌是猶太人所盼望的彌賽亞，當天

相信的人接受洗禮，約有三千人，

成為耶路撒冷的教會，也是我們常

稱的初代教會。在過去兩千多年的

歷史中，基督徒羨慕初代教會的興

旺，想要了解裡面有什麼祕訣？或

者說，想要試著從這段記載中找到

一些原則，來幫助目前所處的教

會，究竟那興旺的祕訣是什麼？ 

  

二、眾多紛紜的祕訣 
(一).當時這群人做了些什麼？ 

我們將這段(徒 2:43-47)經文

中所發生的事條列，當時這群人做

了些什麼？ 

1.使徒們行神蹟奇事。 

2.信徒聚集，有人賣田產，凡物公

用。 

3.天天恆切在聖殿裡敬拜。 

4.天天在家中擘餅及用飯。 

5.讚美神。 

6 和眾人保持和睦的關係(得到眾人

的喜愛)。 

 

(二).補充關於變賣田產，凡物公用

的理解 

如果從猶太宗教領袖的眼光來

看，他們會理解這為「第二波的耶

穌運動」，耶穌在世的時候曾經吸引

一群群眾跟隨，對他們來說，就好

像是疫情的第二波再起，那些跟隨

他的學生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

起來傳講耶穌的復活，帶動另一波

的群眾。而其中這一項「賣田產和

凡物公用」需再多加說明。有學者

認為有幾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認為

耶穌即將再臨，所以火熱地捨棄一

切。也有認為是當時因有許多從外

地來到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信主，他

們想要進一步認識這信仰，當地的

信徒為此慷慨協助而賣出田產。也

有說是作者路加特別指出這件事，

是因這樣的事在當時希臘文化中，

是對朋友情誼的最高表現，他在寫

作時從護教的目的來說，特別要呈

現信仰基督的團體在耶路撒冷曾經

如此達到這最高表現。從第四章、

第五章分別記載巴拿巴、亞拿尼亞

和撒非拉夫婦賣土地的事件，顯示

這並非強迫，而是出於愛的自願行

動。 

 

(三).教會歷史中「回到初代教會」

找尋教會興盛的秘訣 

以上簡單補充當時曾施行凡物

公用的原因之外，回顧過去基督教

歷史中，也從這段記載歸納出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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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會興盛的不同秘訣，像是： 

a.強調聖靈的工作，要說方言並領

受聖靈，才是教會復興的基礎。 

b.強調在個人家中聚會這件事，論

述初代教會一開始的模式就是小組

教會。 

c.強調大型的佈道會事工，彼得兩

次講道讓三千和五千人信主。 

d.強調神蹟奇事的醫治，做為上帝

動工的印證。彼得醫治生來瘸腿

的，對他說「金和銀我都沒有，只

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耶穌

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後來甚至有

人迷信，指望彼得走過來的時候，

他的影子經過病患身上，來得到醫

治。 

e.強調宣教，勇敢為主作見證，不

怕困難。我們也看見後來這間耶路

撒冷教會受到大逼迫，執事之一的

司提反成為第一位殉道者(第七

章)，門徒被迫分散到猶太和撒馬利

亞，卻因此讓福音進一步往外擴展。 

究竟我們該帶著怎樣的眼鏡和

眼光，如何透過這些各自的強調點

看到更大的圖像，關於教會興旺的

祕訣是什麼呢？ 

 

三、對教會興起的進一步觀察 

1.以弗所書中的理想教會 vs.初代

教會 

今天我們查考在耶路撒冷的初

代教會，也可以和上週培靈會孫寶

玲牧師提到的以弗所書中的理想教

會做比較，看兩者之間什麼異同。

不同的部分，包括表達的不同，使

徒行傳以記敘文的方式描寫這間教

會怎麼產生，當時他們在做些什麼

事情。而在以弗所書中，保羅用系

統性、神學性的語言，表達他心目

中所領受理想教會的模樣，領受許

多屬天的福氣，對上帝發出頌讚並

為信徒們禱告感謝，要他們活出相

對應的信仰生活見證，同心合一。

同時，他們的不同在於成立教會的

時間長短不同。耶路撒冷教會，是

教會一開始創建時由三千位剛受洗

信徒的組成，而以弗所裡描繪的教

會是一個理想教會的常態模樣，保

羅鼓勵眾教會朝向這目標邁進。但

兩者之間有沒有相同的呢？相同的

是他們都提到教會這一群人，雖然

用的字眼不同，卻再再表達教會這

群人與周圍的人是如此的與眾不

同，是一群會令人驚訝、敬畏，卻

又吸引人的群體。 

 

再回到這段經文，雖然在經文

中記載了好些活動--佈道、醫治、

敬拜、小組團契、禱告、聖餐與愛

餐等，這些宗教信仰的活動內容許

多至今仍在教會中進行。然而，其

中更重要的，我想會是關於這群體

本質性的內涵，包括：這群體是一

群剛受洗內心火熱的基督徒，他們

敬畏神、相信復活主，願意真實實

踐彼此相愛，願意敞開心尋求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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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他們是一群不凡的人。 

 

2.教會是一群不凡的人 

a. 哥提納哥拉斯(Athenagoras of 

Athens AD.130-190)所寫的「致丟

格那妥書」 

在「讓群體發光」這本書中，

這本書是為回應今年的年度目標，

我們在長執會中將一起共讀的書。

當中提到基督徒這群體是何等的

「與眾不同」，作者引用一份「致丟

格那妥書」的第二世紀早期基督徒

文獻，主要要回應當時流傳在羅馬

帝國裡的一些錯誤謠言，讓人以為

基督徒會吃人肉喝人血(因為守聖

餐時所用的語言)。作者如此寫： 

 

基督徒之所以與眾不同，並不在於

他們的國家、語言，甚至習俗。基

督徒並不是獨自活在自己的城市當

中，說著某種特別的語言，更不是

有著什麼奇怪的生活方式……他們

和其他人一樣生活。......然而，

基督徒的群體和組織確實存在著某

些相當突出的特質，甚至令人感到

驚奇。舉例來說，他們將自己的國

家當成家來居住，行為卻如同過客

一般…他們活在肉體中，卻不受肉

體控制；他們的生活隨著地上的一

切過去，卻認為自己是天國的子

民。他們遵守法律和規定，私下的

生活卻超越了一切法律準則。他們

向所有的人展現愛，卻遭到眾人的

迫害；他們被誤解、譴責：在遭遇

死亡之時，卻更有生命力。他們貧

窮，卻帶來富足；缺乏一切，卻讓

很多東西變得更豐盛……他們以祝

福來回應〔咒詛〕，以禮貌來回應辱

罵。他們因著所做的美事，而被貼

上「作惡之人」的標籤。 

 

在他寫作的第二世紀的羅馬帝

國中，他描寫基督徒在許多地方和

人一樣，卻又在許多地方時在和別

人不一樣。而這段摘錄的最後「因

著他們所做的美事」，在早期基督教

宣講的 400 年當中，更是使這群體

成為如此的與眾不同的原因。關於

這段的歷史，也在現代的另一本書

中得到闡述。 

 

b.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AD.1934〜）所寫「基督教的興起」 

本叫做《基督教的興起》的書，

作者是羅德尼·斯塔克，他是一位社

會學家，研究基督教的興起的原

因，試圖了解從耶穌時代在加利利

和猶太的小規模運動，為何在幾個

世紀後能成為羅馬帝國的主流宗

教。書中提出的論點是，基督徒在

面對當時異教世界中，照顧貧窮和

弱勢者，面對歐洲兩次大瘟疫時

(AD165，251)，以善行和宣講耶穌

救贖的拯救信息，幫助人面對苦

難，以及在教會內讓女性參與事

工，使婦女信主人數增加，加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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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墮胎和節育，嬰孩出生率提高，

還有在面對迫害的時候，甘願沒有

抵抗地殉道，甚至為迫害者禱告，

讓人深感佩服等因素，讓基督信徒

的人數以指數增長。這種以社會學

的角度研究，看到在西元一至四世

紀之間，上帝怎樣繼續興起一群群

與眾不同的人，上帝繼續透過他們

做新事。也因著這群人流有初代教

會的 DNA，讓周圍的人去看見他們

所信的是一位這麼不同凡響的上

帝—祂是那位創造世界萬物的主

宰，卻又願意垂聽看顧受造者的祈

禱；祂是那位公義的上帝，卻又在

公義之中加上滿滿的愛與恩典，讓

我們能藉著相信，恢復人與上帝間

的和諧關係，如同耶穌比喻中所

說，那位願意接納浪子回頭的父

親。而讓領受這份恩典的基督徒

們，願意用愛的行動來與人分享這

個好消息，以饒恕來修補人與人之

間的破碎。 

 

各位，如果我們去看教會歷史

中，會發現有許多的人陸續加入這

非凡的群體。在中世紀，有原本是

富家的子弟，甘願成為貧窮的修道

士，去照顧被人藐視的痲瘋病患，

那是聖法蘭西斯和他修道院的弟兄

們。在十八世紀美國的貴格會信

徒，覺醒要反對奴隸制度的不公

平，經過深刻長時間的禱告後，決

定回家釋放所有黑奴，並將他們該

領的工錢發給他們，其中有些人甚

至因此而破產。「讓群體發光」那本

書的作者寫下這一句「也許你甚至

會說他們搞不清楚狀況。不過，他

們可能會把你的說法當成稱讚。因

為他們就是搞不清楚狀況，不明白

這世界的運作方式為何非要這樣。」 

 

3.不同凡響教會的背後，是因為有

這為不同凡響的上帝 

各位，教會的不同凡響，正是

因為教會由這位不平凡的上帝而設

立，在不同世代興起，願意去挑戰

並轉化那世代中還不夠好的價值

觀，傳達屬於天國的文化，而我們

也同屬於這樣的一群人。雖然上面

所提到的例子，對大家來說似乎是

都太偉大而難以親近，但事實上，

這樣的見證和熱情也在我們周圍。 

上個禮拜，我和南園教會的俊

佑牧師以及另一位牧師，我們去拜

訪一個基督教機構 CBMC(國際基督

徒工商人員協會)的同工，這機構就

像是基督徒組成的扶輪社。聽這位

同工侃侃而談，說到在雲林、台南、

高雄有不同的分會，他們怎麼在這

疫情困難的時候，彼此用基督信仰

來面對職場的各項挑戰，並在職場

中領人歸主的真實故事。他告訴我

們，我們不要等到成功的企業家，

當他們發生自己健康出了問題，和

兒女關係出了問題，或是夫妻關係

出了問題的時候，才有機會來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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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我們要在這之前，就邀請他

們領略信耶穌的美好。這是他們機

構的異象，我彷彿看見了初代教會

的火花，那份的熱情在這當中串流。 

 

4.對你來說，教會是什麼樣子？是

否太熟悉卻反而看不清楚。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初代教會

的秘密，是他們緊緊抓住這位不平

凡的上帝，並願意和上帝一起同

工，見證復活耶穌的大能，彰顯在

教會中的彼此相愛，也在教會外的

善行和見證。教會是什麼？不僅僅

是一間心靈的醫院，醫治各樣的傷

心和破碎，教會也是一間學校，培

育教導信徒受裝備，預備在家庭、

職場、社區中宣揚。教會也是一個

家庭，讓我們學習相愛，卻不僅限

於在教會裡面，我們還要走出去跟

人分享這份愛。各位，不知在你的

心中，教會是怎樣的模樣？我們真

該好好想想這個問題，教會是醫

院、學校、家庭，還是社會福利機

構？還是這些都被奇妙的包含在其

中，被統稱為「教會」，為著上帝的

緣故，我們聚集在這裡，因著領受

愛而被聚集，也要因著分享愛而被

差遣。 

談到此，要跟大家分享一兩張

我拍的照片，這是我發現我的相機

中有這個功能叫做重複曝光，將圖

像重疊在一張照片上。結果，就會

將原本熟悉的情景，轉為不一樣。

我在想，教會是不是也需要這樣，

有時我們認為對教會太熟悉了，會

不會因此而忘了教會這群體的那種

「與眾不同」的特質。透過重複曝

光的方式，看見原來教會是超過我

們所見的豐富。讓我們用新的眼光

去看見上帝對教會的美好心意，讓

我們在今年都在上帝恩典中成長，

個人成長，由個人所組成的教會也

因此成長，一同來榮耀主的聖名。 

 

四、回應的行動 

 

未來兩個月的教會活動 

雖然我們說，對教會本質的看

重，應優先於教會中的活動。但如

果仔細觀察教會的運作，需要透過

一連串的活動，讓這信仰團體的成

員，有機會深化認識信仰、操練敬

虔，培養信心，實踐彼此相愛，走

出舒適圈去見證主。以往每年第一

個主日會介紹教會整年的活動，但

今天牧師要集中焦點，再跟大家整

理一下最近三至四月的一些活動。 

1.開學了—成主課程和社區長者關

懷站課程。提醒你報名了嗎？你邀

請人一同參加了嗎？ 

2.長執會共讀「讓群體發光—操練

信望愛的美好關係」。長執們預備心

下午一起共讀了嗎？大家是否好久

沒買屬靈書籍了？你上一次買屬靈

書籍是什麼時候？4/18當天校園書

房來擺書攤，下午書籍分享會，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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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好的書籍。 

3.抄寫聖經展覽至今天截止。抄寫

聖經中享受那種在上帝話語中的感

受，讓我們拭目以待 3/28 的展覽，

給兄姊們鼓勵。 

4.受難週復活節—4/2 受難日聯合

禱告會、4/4清唱劇聯合禮拜、4/11

洗禮聖餐，想到可以怎麼參加，讓

每年這段從受難到復活的日子，成

為你生命更新的時刻。你準備好要

洗禮、轉籍了嗎？透過這來更新信

仰。 

5.第一三堂禮拜更換場地 4/18 開

始，在會員和會中報告，下週會進

一步說明，目的是要讓參加禮拜和

服侍的同工都能有時間預備心。 

 

上述這些活動，你知道嗎？你

沒有參加實在好可惜。同時，教會

還有一些其他在進行的重要事件和

活動，包括： 

1.南園教會 3/28 長執就任、4月牧

師重新監選為升格堂會後第一任牧

師。 

2.天梯夢協會—關懷失智課程

4/10。 

3.智庫講堂課程—加拉太書、奧古

斯丁的基督教宣講與古典修辭學開

課。 

4.聖經公會 4/27 聖經講座。 

5.中會職場名人講座 3/26(五)晚

上邀請洪英正老師在我們和平教

會，專講【愛在三月天】談職場青

年的愛與性中之權利與責任，屬靈

與屬世的掙扎與出路。 

 

五、結論 

 

透過今天禮拜，讓我們再次好

好思想，不平凡的上帝正在敲著你

和我的心門，祂要挑旺你我愛主和

跟隨主的心，讓我們花時間思想與

上帝的關係，透過活動是一個個機

會，相信上帝繼續在我們當中作新

事。讓我們一路跟隨，緊緊跟隨。

阿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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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1年 4 月 12日至 4 月 16 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4/12 
(一) 使徒行傳 21 

1. 信仰的道路上，每個人都將自己面對上帝的呼
召，在面對選擇時，我會傾聽誰的聲音？是周遭
人的勸勉，還是上帝的聲音？ 

2. 請試想，勸導保羅不要去耶路撒冷的眾信徒，還
能為保羅做甚麼事呢？ 

3. 什麼是｢順服主的旨意」？回想自己的經驗並分
享。 

4/13 
(二) 使徒行傳 22 

1. 保羅以自身經驗向自己的同胞分享福音，卻險遭
惡意鼓譟殺死。可見傳福音真的不是容易之事。
我們是否願意｢冒險」跟人分享福音的美好嗎？ 

2. 為什麼保羅被羅馬指揮帶入營房欲以鞭刑加身
時，要自陳自己是羅馬公民的身份？這是張揚自
己的尊貴身分嗎？請思考並分享。 

4/14 
(三) 使徒行傳 23 

1. 是否有因為對神學理解或教義的詮釋不同之
故，而與人辯論甚至產生嫌隙的經驗呢？該如何
面對並解決這狀況呢？ 

2. 主在保羅遭遇牢獄之災與暴力威脅時顯現，他所
說的話對我們有甚麼啟發？ 

4/15 
(四) 

使徒行傳 24 

1. 帖士羅指控保羅如同瘟疫一樣使世界生亂，這句
話表現出保羅傳福音時的什麼樣特質？對自己
有甚麼啟示呢？ 

2. 保羅隨時預備好對人傳講福音，我們對於所信仰
的福音是否了解？是否能以無愧的良心向他人
傳講福音呢？ 

3. 無論好人、壞人，所做的事、所講的話都會陳列
在審判的復活主面前，我們要如何在此確信下做
個無虧良心的上帝兒女？ 

4/16 
(五) 

使徒行傳 25 

1. 有遭人誣陷、蒙受不白之冤的經歷嗎？你如何勝
過並經歷上帝的帶領？ 

2. 為主做見證卻遭遇毀謗時，你仍能為主耶穌而義
無反顧地持守真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