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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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  禮拜 講  道：邱淑貞牧師 台語  禮拜 講 道：邱淑貞牧師 

 司  會：趙國光長老  司 會：邱寶瑩長老 

 司  琴：周靜瑜姊妹  司 琴：周靜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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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首「讚美全能的主上帝」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38 首「謳咾全能的主上帝」 

信 仰 告 白  尼西亞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新聖詩 啟應文 5 詩篇 8 會 眾 

獻 詩 
第一、三堂 至尊的主宰 (本會資料畫面) 吳 奕 辰 弟 兄 

第二堂 阮的上帝 (本會資料畫面) 希 幔 詩 班 

聖 經  馬太福音 25:31-46 司 會 

講 道  是 ｢終局」還是 ｢責任」？ 邱 淑 貞 牧 師 

回 應 詩 
第一、三堂 (華) 新聖詩 第 160 首「時刻我需要主」 

會 眾 
第二堂 (台) 新聖詩 第 160 首「時刻我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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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首「懇求主祢引領我腳步」 

會 眾 
第二堂 (台)新聖詩 第 402 首「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祝 禱  邱 淑 貞 牧 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21 年 5 月 16 日 

NO.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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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徵兆？ 

一、經文背景 

(一)馬太 25章旨在探討終末審判的問題 

三組比喻故事： 

第一個比喻(vv.1-13) 「十個少女」 

第二個比喻(VV.14-30)「好與壞的僕人「 

第三個比喻(VV.31-46) 「綿羊與山羊」 

(二) 為什麼是綿羊與山羊？ 

《以西結書》34 章 17 節的背景 

二、對經文的誤解：因為行善而得救？ 

(一)太 25：35-36 

(二)太 25：37-38 

三、誰是最微小的？ 

四、結論：終末？其實是新的誡命。 

【默想與行動】 

1.在此艱難的時刻，不墮入無謂的恐慌與駭懼，時刻默想上帝對自己的

珍愛與幫助。 

2.配合政府政策，做好該有的安全防護、不做無謂的區域移動、不興囤

貨行為，讓需要的人可以購得該有的物資、食物。 

3.不停止聚會(參與線上聚會)，成為一個代禱者，為世界、台灣、社區、

教會做守望禱告。  

【金句】 
上帝不是揀選我們來受他的懲罰，而是要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拯救。」(帖前 5：9)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5/17(一) 5/18(二) 5/19(三) 5/20(四) 5/21(五) 

進度 歷代志下 29 歷代志下 30-31 歷代志下 32 歷代志下 33 歷代志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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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工消息】 
 

 

 

 

 

 

 

 

 

 
 

 

 

     

  

 

 

 

 

主任牧師･牧函 2021/5/12  

各位兄姊平安 

5/12 台北市防疫進入準第三階段，宗教群聚活動建議停辦、社區關懷據點

停辦。為配合政府的防疫步調，更新本會防疫措施如下： 

 

1) 主日實體禮拜將暫停四次（從 5/16 起至 6/6），請兄姊在家中收看主日

禮拜的直播。關於禮拜直播方式，將採第一堂、第二堂為現場直播，第

三堂禮拜播放第一堂禮拜錄影。預計 6/13 恢復主日實體禮拜。 

2) 週四禱告會改為線上。 

3) 自 5/13 起教會暫停開放，教會內各項活動全面暫停。 

 

【提醒】弟兄姊妹們在這段時間，出入各公共場合，請確實做好防疫！請

留意維持社交距離、戴好口罩，並做好手部消毒！請注意安全防護！讓我

們一同為台灣的防疫守望代禱，也讓我們透過電話或線上的聯繫，互相關

懷。 

維倫牧師 

教會消息 

一.奉獻證明發放 

因教會暫停開放，如果您需要索取奉獻證明，請至以下連結填寫資料：

https://reurl.cc/0D5avM 或掃瞄 QR Code  如有任何疑問 或不熟悉操作者，請洽

辦公室予全幹事( 2351-0087轉 208)。 

二.會友消息 

楊佩韘姐妹於 5/8凌晨 3:00安息主懷，享耆壽 95歲，謹訂於 5/26早上 9:30

於二殯至善一廳舉行追思禮拜，並請為皆未信主的家屬代禱。 

 

https://reurl.cc/0D5a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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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童生命教育營 

主題「繪本奇幻之旅」。活動時間：7/6(二) ~7/9(五）上午 9:00至下午 4:00。 

歡迎國小學生報名參加，報名請電洽林俊宏幹事。 

四.聖經詮釋講座 

本會與聖經公會合辦的聖經詮釋講座今年度尚有三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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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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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位為上限，保留

20位名額給和平教會會友，線上上課不限名額歡迎線上上課，請儘早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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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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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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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F06 暫停 暫停 

舊約導論-律法書 週日 12:30-13:30 6F03 暫停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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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ZTVE2XNiEE5RR7Sz9
https://forms.gle/LGgi5DZEYzrqb1e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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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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以巴衝突升高，瀕全面戰爭。 

② 繼續為印度疫情高居不下代禱。 

③ 溫室效應引發極端氣候。 

3.為台灣 

① 因為極端氣候，台灣雨情不佳。中南部陷入 50 幾年來最嚴重旱災。 

② 台灣疫情升高，台北市進入準第三級警戒，全台加強警戒。 

4.為教會 

① 因應疫情升高，5/13 起教會暫停開放，主日禮拜與週四禱告會暫停實體聚

會至 6/8，改採線上直播，預計 6/13 恢復主日聚會。 
② 為 5/15-16 兩天會考的青少年代禱，名單如下：呂芯儀、周芝萱、徐大鈞、 

高允馨、張澍恩、陳以瑄、劉子菱、王示恩、江善達、黃悅聆。 

【為教牧團隊禱告】 
本週為楊博文牧師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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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參加門徒學校課程的學員能順利結業禱告，求主帶領每一位參加者都有

很好的收穫，並且養成靈修習慣，在信仰上紮根。 
② 為週日禮拜改於隔壁活動中心聚會禱告，因每次聚會都要搬動和安置器

材，願主賜智慧分配事工，也求主給同工們有夠用的體力。 

6.為傳道人 

  為蔡國山牧師禱告〜 

① 為蔡牧師 5/17 在中台神學院專題分享，及 5/25 在高雄小港林商行公司福音

團契傳講福音信息禱告。 
② 萬華弱勢家庭事工團隊持續於雙園國小舉行「兒童週末營會」，感謝有七位

青年志工配搭服侍三十八位弱勢家庭兒童，5/25 將邀請營會家長參加「親

子福音聚會」，請代禱。 
③ 台灣疫情持續升溫中，為工福各地服事同工身心靈平安健壯守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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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基金 
120020 1,000  

150090 1,500  

110043 2,000  

小計 4,500 

北區大專事工奉獻主日 

080116 1,000 

母親節獻金 

080116 1,000 

復活節獻金 

080116 1,000 

少年團契 

聚會獻金 260 

青年團契 

聚會獻金 1,604 
 

【5/8~5/13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5/10 轉帳 130050 15,000  

台灣行動支付不記名奉獻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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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為金華國中 台北富邦 100 

4/26 AM 01:16 台北富邦 300 

5/6 PM 15:31 台北富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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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敬愛的兄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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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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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4 

幼幼  165 

幼主  810 

兒主  520 

小計 28,109 

月定奉獻 

040091 800  

070224 1,000  

110327,150081 1,500  

150090 2,000  

070359,080116,080268,110043 

110415,113069,120026,180012 
3,000  

113077,980036 6,000  

080149 10,000  

130108 15,000  

113089 18,000  

070191 30,000  

小計 115,800 

感恩獻金 

150081,有志 500  

110224,130119 1,000  

060016,150008 2,000  

130029 6,000  

070321 7,000  

小計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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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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24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247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五樓禮拜堂 34 

禱 
告 
會 

類別 時間 本週 上週/次 下次聚
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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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13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1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8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五樓禮拜堂 敬拜團 8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02 楊博文牧師  6/17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7 6/18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防疫期間暫停  6/20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7F05 獻詩練習  6/13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6/13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防疫期間暫停  6/15 
方舟團契 週五 19：00 7F03 防疫期間暫停  6/11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議題導論（線上） 28 6/12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防疫期間線上聚會 21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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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6/20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林瑜琳小組長 15 6/13 
心靈小組 每月第 2、4 主日 13:45 7M05 邱淑貞牧師  6/13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 7F05 吳雅莉牧師  6/13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執事  6/20 
橄欖小組 每月第 1、2 主日 12:00 6F01 暫停  -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 主日 11:30 B101 蔡雅如執事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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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暫停 17 6/8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1F01 陳群鈺小組長(線上) 13 5/18 
安得烈小組10B 每月第1、3週二19:30 6F02 詹穎雯執事  6/15 
安得烈小組10C 每月第1、3週二19:30 6F01 周幸華執事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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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6/15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B2 銀髮健康操/菲特邦  6/9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群鈺小組長  6/11 
K.B II 小組 每週五 10:00 7F06 王雪枝長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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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佳翎姊妹  6/12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1 黃瑞榮長老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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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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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班
樂
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35 6/13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8 6/8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紀竣豪弟兄  6/12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弟兄 11 6/12 

社 
 

區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183/0 桌遊/0 粉彩/0 健身/0  暫停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17 6/9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3 張雅琇長老 8 6/9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乾美穗子姊妹  6/9 
國小生命教育 每月第 1 週四 10:00 2F02 陳錦慧執事 12 6/10 
姊妹成長讀書會 週五 09：30-11：30 6F01 沈月蓮長老 6 6/11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02 李玉華老師  -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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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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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友關懷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陳昌明、張中興 
投 影 林俊宏 
愛 餐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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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維倫牧師 
司   會 曾煥雯 曹木針 曾煥雯 
司   琴 陳美晴 林純純 陳美晴 
領   詩    
獻   詩    

禮 拜 招 待  
 
 

 

新朋友關懷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陳昌明、張中興 
投 影 林俊宏 
愛 餐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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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 9 

6/13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  線上課程 11 
6/13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禮拜堂 線上課程 25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B201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17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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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線上 課程          
5/23 線上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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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1               經文：哥林多後書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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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愛網相連，成全聖徒 

            誇耀軟弱 

陳光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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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個大家應該很熟悉的故事

是這樣說的，有一個人邀請了許多

朋友到家裡作客。時間到了，雖然

來了一些人，但是很多人都遲到，

遲遲沒有出現。這個人心裡很著

急，隨口就說出了「怎麼該來的人

都還沒有來？」這讓已經在現場的

人很不高興，甚至有人覺得被冒

犯，而決定離開。這下主人急了，

又說出了另一句經典「怎麼不該走

的人，都走了？」。這個故事說出了

講話藝術的重要性，也指出了許多

時候，就算是無心的，但是講出來

的話卻是帶有影響力。而我就常常

犯這樣的錯誤，譬如三月底的講

道，當我大力邀請弟兄姊妹來協助

福音隊的進行，說「我從合會的邀

請，直到那天，回應的人還是很

少」，希望沒有冒犯到一開始就大力

支持回應的兄姊。感謝主，這兩個

禮拜，福音隊有接近三十個成員的

加入，也邀請兄姊，繼續為教會暑

期福音隊的籌備訓練繼續代禱。另

外服務隊需要大專生的協助，期待

有二十個人參加，但是目前報名還

不到十個，也請大家持續鼓勵大專

生參加，讓我們能繼續透過服務學

習，成為與金華國中連結的方式。 

 剛剛說到，我是一個拙口笨舌

的人，從小就常常因為說話不得體

而冒犯人。但是感謝主，使用這卑

微常常犯錯的我，也謝謝弟兄姊妹

時時的包容與提醒。我的確有太多

的不足，或許就如保羅所說的，因

著這些軟弱，我知道，我能做甚麼，

都是因為上帝恩典的帶領。 

  

保羅的改變 
上次的分享中，我們提到保羅

以承認自己的軟弱為可誇的，不過

這是慢慢地調整過自己生命態度的

保羅說的話。事實上，保羅年輕的

時候，可不是這個樣子。保羅在腓

立比書清楚的指出，他年輕的時

候，十分以自己的優秀自滿。他是

有純正血統的以色列人，也是天生

的羅馬公民。自己受教於迦瑪列的

門下，是極優秀的聖經學者，也列

於法利賽派別中，是很有潛力的年

輕人，更不用提到他的父兄輩應該

也列於法利賽派別中。如果把保羅

的話用今天環境的理解來重新述

說，可以這樣說明「保羅說，我是

正統台灣人，但是出生就擁有美國

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很年輕就

在台大教書，長輩也是台大的教

授，算是水準很高的讀書人世家。」 

 這時期的保羅，看得出來，十

分汲汲營營於打拼自己人生的道

路。對於當時的猶太人來說，自從

耶穌亂黨的負責人耶穌被處置了之

後，接著就是撲滅耶穌黨人的火

苗。保羅拿著基督徒中本來要傳遞

的書信，直奔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想將這些跟隨基督的人一網打盡。

如果保羅這次能夠成功撲滅一方的

基督徒，相信對於保羅的政治勢力

必然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就像保羅自己所說的，他

人生中最大的變化，就在這次的任

務中發生了。耶穌的出現，完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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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保羅生命的走向。這不在於保

羅的血統、身分與能力，完全在於

上帝的選召。接著雖然剛蒙召的保

羅，因著自己的能力開展了宣教的

事工，但是就像我們上次的分享中

所提的，保羅被打，被追殺，在極

為辛苦的宣教環境中，讓他更經歷

沒有上帝聖靈的帶領，人真的太有

限，做不了甚麼。有許多學者就明

白指出，哥林多教會，明明是一個

很豐富的教會，但是從保羅的書信

看起來，這裡卻有可能是最讓保羅

失望的地方。不過哥林多前後書，

反倒因此成為今日指出許多教會問

題，並造就眾人的書信。 

   

以自己的眼界看世界 

我們都太容易以自己的見識來

瞭解這個世界了。還記得我國中的

時候，班上在換體育服裝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大聲的訕笑另一個同學

「你怎麼有肚臍？太好笑了吧！」

反而引來在教室裡面所有的人反問

「難道你沒有肚臍嗎？」該同學反

而驚慌失措，落荒而逃。我們生活

中有太多的「應該」讓我們很不容

易理解一個跟我們生活不同面貌的

人的樣子。中國有一個皇帝晉惠

帝，他在發生大饑荒，大臣向他報

告有許多人民餓死時，他反而問了

一句：「何不食肉糜？」就是用碎肉

末煮稀飯，來回應。或許我們聽完，

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個人也太沒常

識了。但是事實上，我們身邊，沒

有常識的人，並不如我們想像的

少。聽說，曾經有一個年輕人，有

一天回家，因為看沒有人在家，又

不想出門，想著家裡有白米，索性

想著自己煮個白飯，配咖哩調味包

吃吃就好。他使用傳統電鍋，在外

鍋加了滿滿的水，在內鍋放了米，

卻一滴水都沒有加。可想而知，飯

煮了很久不說，最後煮出來的東

西，根本不能吃。會煮飯的人會說，

這也太離譜了，但是這就是我們生

活的現況，我們懂許多事情，同時

也不懂許多事情。當我們以為自己

很厲害的時候，卻常常陷入一個可

怕的處境，就是我們會在無知的情

況下，做許多的決定。 

     

承認限制，才能看見不同 

承認自己的有限，並願意打開

耳朵聽與眼睛看，才能讓我們面對

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能看得更清

楚，也更明白上帝恩典的豐富。 

 猶太教師的智慧 

 使徒行傳中，紀錄保羅的老師

迦瑪列一段非常重要的談話。當使

徒們開始在耶路撒冷四處傳揚耶穌

的名的時候，大祭司派人阻止這些

使徒的行為，甚至把他們抓起來關

起來，企圖停止他們的行動。甚至

使徒們被上帝的使者透過特別的行

動，救出牢獄，大祭司眾人們還無

所畏懼的再一次抓捕使徒們。直到

迦瑪列的出面，才暫緩了這次的逼

迫行動。迦瑪列跟這些掌握有宗教

政治大權的人們說 

 

 

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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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以色列人哪，論到這些

人，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辦理。 

5:36 從前杜達起來，自誇為大；附

從他的人約有四百，他被殺後，附

從他的全都散了，歸於無有。 

5:37 此後，報名上冊的時候，又有

加利利的猶大起來，引誘些百姓跟

從他；他也滅亡，附從他的人也都

四散了。 

5:38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

人，任憑他們吧！他們所謀的、所

行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 

5:39 若是出於 神，你們就不能敗

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 神

了。」 

 

 這句「若是出於上帝，你們就不

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上

帝了。」這句話，真的十分精準地

說出了，人們常常以為在為上帝伸

張正義的時候，其實卻成為反對上

帝的事實。迦瑪列沒有在這波大祭

司的行動中，因為自己對於現況有

限理解，而成為逼迫者，反而因為

謙卑，而透過歷史的實況，給出了

一個具體的建議。 

 

乃縵將軍 

 其實要讓人的耳朵打開，超過自

己的限制去行動，真的是一件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聖經中記載另一個

故事，關於亞蘭王元帥乃縵的故

事，就更指出是如此不易，卻如果

能做到，就必蒙恩典的例子。乃縵

因為聽從了一個以色列使女的建

議，找先知以利沙尋求治療，以利

沙竟叫他去約旦河洗澡洗七遍的指

令，而且以利沙還沒有親自出來迎

接他，這對於一個一人之下，萬人

之上，平常慣於呼風喚雨的人來

說，根本就是極大的不敬。經文中

清楚地記錄著，乃縵說：請參「列

王紀下 5:11~12「我想他必定出來

見我，站著求告耶和華─他 神的

名，在患處以上搖手，治好這大痲

瘋。大馬士革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

豈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嗎？我

在那裡沐浴不得潔淨嗎？」這真的

是很典型的反應，一個眾人敬重的

人，受到如此屈辱般的對待，乃縵

沒有殺到以利沙家裡面，把以利沙

拉出來殺了，已經是十分客氣了。

但是乃縵的僕人，更是有智慧的提

醒乃縵說「5:13「我父啊，先知若

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豈不做嗎？

何況說你去沐浴而得潔淨呢？」」使

得乃縵心得柔軟，因此得到治癒。 

 

 只要我們堅持自己才是對的，無

法面對自己的有限，會很容易失去

很多經歷上帝工作的機會。反過來

說，當我們承認自己的有限與軟

弱，甚至是認知錯誤的時候，我們

的耳朵才能打開、眼睛才能看見超

過我們限制的世界。 

 

關心與陷入 
    不同政黨對於時政的攻防 

 台灣社會，普遍受到所謂的藍綠

政黨色彩的互相挑戰。我們教會蒙

上帝的恩典，縱使不同政黨背景，

也總能盡力心平氣和的對話，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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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很令人感動的。事實上，我們

都知道，政黨政治中，除了我們認

知中，透過對話與合作，期許台灣

越來越好之外，各個政黨在時事議

題的發表中，也都或多或少參雜了

自己政黨立場的觀點。而這樣的觀

點，很容易影響著所屬的支持者，

甚至同樣的事情，卻發展出不同的

論調這樣的情境來。譬如美豬美牛

的議題，幾年前與去年，都成了台

灣極大爭議的議題。而 2010 年國道

三號走山，2015 年復興航空空難，

剛發生的太魯閣號出軌，兩派政

黨，站在不同的位置，對執政團隊

不同的論述，更是讓支持者爭論不

休的議題。 

 基督徒當然關心社會，但是一個

明白自己是如此有限的基督徒，在

關心這些社會議題的同時，是認真

的對於所支持的議題有深刻的理

解，還是隨著自己支持的政治人

物，而對所反對的政敵，使用汙衊

的言語來論述呢？在這裡，我不是

要談政治，但是透過今天上帝話語

的提醒，我們是否要更小心，認知

自己如此的有限，願意多關心。反

之，若我們輕蔑的批判起討厭，甚

至是未經證實的不信任時，我們可

能正在犯當初把耶穌送上十字架的

宗教領袖的錯誤了！他們當時可是

十分相信，耶穌是個褻瀆者，他們

的行動，只是為上帝伸張正義的行

動罷了。或許大祭司們有更深層的

其他理由，但是那個年輕時的保

羅，可真是為了上帝，拼命的追殺

基督徒不是嗎？ 

 

不同神學觀對於信仰認知的衝突 

 在教會中，常有不同的神學認

知，也真願意上帝賜下智慧，讓我

們願意以更多的對話，來取代不同

認知的衝突。幾年來，教會因為同

性戀的議題吵鬧不休。事實上關心

教會議題的人會知道，對於普世教

會聯合宗派的做法、異文化宣教、

信仰權柄的討論，這些高張力的議

題，也常常都會讓支持兩邊意見的

人，吵得不可開交。最近在教會界

中，有許多人在討論的議題，是一

篇討論原住民祖靈問題，帶來花蓮

火車事故的文章。這個觀點很明顯

的，造成族群的撕裂，與對受難者

的無禮的批判。但是反對這個立場

的許多信仰的前輩，使用揶揄嘲諷

的口吻來述說，也只是從一個看似

錯誤的論點，導向另一個應該也不

會是正確的表達方式罷了。上帝的

主權與真理當然是絕對的，但是對

於這個絕對，我們有限思維的瞭解

卻是如此的有限。若有人以為自己

才是真理，他才擁有真理的絕對詮

釋權，豈不是在上帝面前自大了

嗎？這幾年，有人甚至大聲說著，

過去神學論述的落伍，現代神學的

進步。其實，這些對於上帝認識的

過程，不就是有限的人，在藉由承

認自己的軟弱與限制，在經歷認識

上帝的過程嗎？我們可以說，我們

有新的見地與想法，我們找到新的

證據與論述，但是要以自己是真理

來否定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想

法，是否過於高舉自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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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實況生命的落差(談生育) 

 而生活中，也更是有血淋淋的例

子。有人認為聖經清楚的指出，生

育是上帝賞賜恩典的象徵，常常對

於困於不孕的夫妻，給予強烈肯定

的建議「只要認真求，上帝必然賞

賜子女」這樣的論述。這樣的論述，

真的是基於對於聖經整全的看法

嗎？還是這是上帝對於人類全體而

言的一個普遍性祝福，卻不太適合

針對所有的人都這樣說呢？或者這

樣說，上帝若是期盼透過群體的回

應，讓有人生育，有人協助照顧，

成為一個信仰群體的祝福。那麼當

人們要以所謂的「真理」來教導人

的時候，是不是要更謙卑的來到上

帝面前，理解當人們在說「必然賞

賜子女」這句話，是一個祝福，還

是一個傷害？ 

 而另一個極端是認為，這個世

代，生育不必然是上帝的祝福。所

以縱使身體健康，也不願生育，挑

戰著邁入老年化社會，當長輩人數

越多，但是能付出勞力照顧長輩的

年輕人卻越來越少？事實上，如果

「生養眾多」是對信仰群體的祝

福，那麼教會成為信仰群體的展

現，我們的確得面對，該怎麼回應

的問題。其中怎麼陪伴無法生育的

兄姊，又怎麼幫助已經生育，卻在

照顧孩子的過程需要更多支援的現

況。不過今天的重點是，我們都太

有限了，若不花力氣連結於上帝，

我們看見的世界是偏頗的，我們知

道的真理是打折的。因為我們很容

易指著別人說「你做不好」，卻沒看

見在上帝國中，我們沒有一個人能

置身事外。 

 

上帝的應許 
    事實上當我們不再以自己的

理解來看世界、不再只以自己的需

求為滿足，明白自己的有限，知道

我們在信仰群體中的角色，才能真

實的理解上帝透過耶利米所說的應

許。 

 

請參耶利米書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

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

望。 

29:12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

就應允你們。 

29:13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

我，就必尋見。 

29:14 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 

 

 以色列人，在因為一群自以為

義，專顧自己利益的人給敗亡以

後，耶利米帶出上帝的應許，其應

許是所有人的希望，也是上帝真實

的心意。當我們知道自己的有限，

我們願意專心尋求上帝，上帝手所

做的事情，將超出我們所求所想的。 

 

 
 
連結於無限中的有限 
    而這正是當保羅說「有誰軟

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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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呢？」之後，帶來這句「我若

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

便了。」給我們最大的見證了。保

羅若為著自己的人生打算，他的才

能、背景、正抓取的人生，看起來

就像是當時的人生勝利組。不過當

他放下自己，將目光連結於上帝，

經歷了各樣的災難，他真實的知

道，我們是如此的渺小有限，但也

是因為如此，知道自己的限制，當

我們願意連結於上帝的時候，軟弱

有限的我們，將因著上帝的手，讓

我們經歷祂那跨越時代限制的大作

為。 

 

而我的生命，雖然跟保羅完全相

反，我不會講話，學習慢，各樣的

能力都普通。唯一稱得上讓人注意

的優點，就是做事情拼命的態度。

但是我知道，正因為這樣有限的

我，更需要緊抓住上帝的手，因為

上帝的創造，不在於各別能力的大

與小，而是每個人都明白，知道自

己是在上帝豐富偉大創造工作的一

部分。而我們願意擺上自己，看見

自己的有限，我們就能因為連結於

上帝而成為行大事的人。最近有一

首歌流行在年輕人間，叫做「他們

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其中明確

的指出，這個世代年輕人無力改變

生活實況，又被人看輕的現狀。不

過請相信，不論再有限，再軟弱的

人，當我們來到上帝面前，成為一

個共同回應上帝的信仰群體，這一

切都會變得不同。 

 

結語 
    耶穌的十字架，看起來是軟弱

無力的象徵，那不是門徒們期待的

民族英雄式的榮耀。不過就像是上

禮拜博文牧師所分享的透過十字架

的工作，讓我們重新與上帝連結。

而本來埋葬所有希望的墳墓，卻因

為耶穌基督那空墳墓，成為今日我

們得救的記號。 

當我們認清自己的限制，明白自己

的軟弱，我們就能開放自己，透過

耶穌基督愛的連結，讓我們進入上

帝的永恆中。我們不再以為自己憑

藉著要做甚麼，成就何事。我們知

道，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只要我

們願意在上帝面前，擺上自己，擺

上自己的軟弱，擺上自己的限制，

擺上自己的願意。上帝必會帶領我

們成就萬事。最後也邀請各位兄姊

透過我們再一次來到上帝面前守聖

餐的時候，再次思考，我們常常是

以甚麼樣的樣貌來到上帝面前。光

鮮亮麗、功成名就、眾人尊敬，還

是卑微有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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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1年 5 月 17日至 5 月 21 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5/17 
(一) 

歷代志下 29 

1.面對生命困境時，我們會先安靜下來禱告嗎？ 

2.人生前面的道路，怎麼樣才能看得更清楚呢？ 

3.對於「先求上帝的國」這句話，我們怎麼看？ 

5/18 
(二) 

歷代志下
30-31 

1.我們是否有離開信仰很久的親人呢？ 

2.回到聖殿的意義是甚麼？ 

3.我們如何看見遵行律法所帶出的祝福呢？ 

5/19 
(三) 

歷代志下 
32 

1.希西家經歷豐富恩典，反而讓他離開上帝，我們
生活中是否有類似的例子？ 

2.面對恐懼我們緊抓住上帝，面對平逸的生活，我
們是否還是如此呢？ 

5/20 
(四) 歷代志下 33 

1.怎麼讓信仰能一代代傳承呢？ 

2.甚麼是生命中最美好最值得傳給後輩的呢？ 

3.為什麼兩代王朝會犯了同樣的錯誤呢？ 

5/21 
(五) 

歷代志下 34 

1.約西亞王為何可以逃離上帝降災的心意？ 

2.幾個王的革新運動都是從清潔重修聖殿開始，我
們看見了甚麼？ 

3.一個敬虔的領導者帶領著人民閃避上主的憤
怒，我們有甚麼想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