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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根植於基督—謹慎來建造】(華語) 

【釘根佇基督—謹慎來起造】(台語) 

主日禮拜暨聖禮典程序 
 
聯 合 禮 拜 講道：楊博文牧師  司會：何堅信長老 

 司琴：周靜瑜姊妹  領詩：潘致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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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第 27 首「我主上帝」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新聖詩 啟應文 6 詩篇 16 司 會 
獻 詩 向主歡呼 手 鐘 團 
聖 經 路加福音 22:19-20；馬太福音 28:18-20 司 會 
講 道 無形恩典的有形記號 楊博文牧師 
回 應 詩 新聖詩 第 373 首「救主耶穌，我立志」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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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首「至聖天父，我感謝祢」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395 首「至聖天父，阮感謝祢」 

祝 禱  楊博文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尾 頌 上主賜平安 手 鐘 團 
殿 樂  司 琴 
 

 

 

主日禮拜週報 

2022 年 4 月 24 日 

NO.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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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坐在此禮拜、絕對不是偶然！  
（一） 是什麼人引導、帶領你認識這份寶貴基督教的信仰呢？ 

（二） 從前引導你們、傳上帝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希伯來十三 7) 

（三）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廿八 1920) 

（四） 聯合禮拜舉行基督教兩個重要聖禮典—洗禮和聖餐。 

（五） 聖禮典是上帝賞賜給我們寶貴禮物。 

二、 本文  
（一） 長老教會的特色：講道—傳上帝的話；唱詩歌—讚美上帝。 

1. 坐著禮拜-聽講道；站著唱詩-讚美主；認罪祈禱-親近主。 

2. 聖禮典焦點—動作。 

3. 洗禮：受洗者-謙卑跪在上帝面前；牧師-滴水在受洗者頭上。 

4. 聖餐：牧師拿餅、擘開、舉杯、交給長老分給信徒、大家一同領受。 

（二） 聖禮典是上帝恩典的管道。 

1. 看得見—(洗禮-水；聖餐-餅、葡萄汁)，顯明上帝看不到的恩典。 

2. 聖禮典是恩典之約的神聖記號與印證，它是由神直接設立的， 

   為要代表基督以及祂的恩惠，確認我們在祂裡面有份—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3. 聖禮典是無形的恩典有形的記號—奧古斯丁 

三、 思考  
（一） 聖禮典-耶穌犧牲生命所設立-新的約。 

1. 舊的約—時時需靠大祭司獻祭，才可以除去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 

2. 新的約—耶穌成為贖罪羔羊為我們犧牲，藉此上帝赦免我們所犯一切的罪。 

3. 願意為我們的罪犧牲性命的耶穌—才是值得我們相信。 

（二） 聖禮典-讓我們對將來有救贖的盼望。 

1. 耶穌救贖功勞尚未完全成就，上帝國的主權尚未完全實現。 

2. 此信心會帶給我們盼望和勇氣，來面對生命中各種不同的困境和挑戰。 

（三） 聖禮典-真心接納願意認罪上帝的兒女。 

1.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翰十五 16)  

2. 聖禮典-主內兄弟姊妹共同參與的活動。 

3. 努力營造合上帝心意的和平教會，成為願意認罪上帝兒女的避難所、可安歇、渴望回來的家。 

4.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失去這些小子中的一個。(馬太十八 14) 

四、 結論：聖禮典 -是一個提醒、一個記號、一個祝福。     
（一） 提醒—我們的生命是耶穌犧牲生命所換的—感恩的心領受！  

（二） 記號—日常生活要有恩典的記號—我們應恩慈款待他人！ 

（三） 祝福—人生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因有十架作憑據！ 

（四） 明白體驗耶穌的心思意念，作為我們的決志和祈禱！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4/25(一) 4/26(二) 4/27(三) 4/28(四) 4/29(五) 

進度 詩篇 106 以斯拉記 1-2 以斯拉記 3 以斯拉記 4 以斯拉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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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教會消息 

一.邀請您進入聖經的世界—深入聖經馬可福音 
鼓勵兄姊於培靈會之後，透過馬可福音來進入初代基督信仰的世界。活動有： 

1.聖經抄寫：鼓勵兄姊一週一章，請於 7/31以前完成。 

2.漫畫聖經：鼓勵各年齡層兄姊，透過漫畫來說說聖經故事。報名完成者，請

來領取畫圖紙。於 7/31完成收件，並於 9月份公布成績。 

3.繪圖聖經：鼓勵各年齡層兄姊以馬可福音之聖經內容繪圖。 

4.經文背誦說故事比賽：本活動將於近日公布相關經文與內容，擇期比賽。 

二.2022 年聖經詮釋講座 
本會與聖經公會合辦的聖經詮釋講座，今年將辦理 5 場，本會會友可享特別優

惠價並有教會補助。即日起開始報名第一場，詳情請掃描 QR-code，用和平教會

團體報名專用線上系統或向辦公室報名，並在本主日前完成第一場講座之報名

及繳費。機會難得，歡迎踴躍參加。 

【聖經詮釋講座】研讀本內短文 part 2  講師：彭國瑋牧師 

講座時間：5/7 上午 9:00到下午 17:00；午休 1小時  

收費：現場每場 100元；線上每場 200元，繳費完畢才算報名完成。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k4SbzSt5ZK6DSZG9 

三.頒發 110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 
本次頒發獎學金名單如下，預訂於 5/8 主日禮拜中頒發，恭喜以下得獎者出席

並在課業、服事有美好見證。 

研究生 2 名：李冠璇、黃姿文。  

大專 4 名：劭祥恩、郭昕妮、洪暄耘、馬浩鈞。 

高中 1 名：高允馨。  

林建良獎學金 2 名：焦羿、顏廷恩。 

林建良獎學金(輔大生) 1名：黃宣方。林盛蕊獎學金 1 名：鄒子寧。 

四.和平週日樂饗(系列六):「鐘響和平 琴友獨鐘」 

推廣台灣手鐘發展不遺餘力的鄭麗純、陳逸琳手鐘演奏家，和蔡郁汶老師三人

攜手帶來涵蓋民謠、古典、宗教與流行等多種曲目；和平手鐘團也共同帶來樂

曲，進行鐘聲的交流，這場睽違一年等待的音樂盛會，將於 5月 22日下午 2:00 

在台北和平長老教會三樓禮拜堂演出。當和平鐘響，將帶來上好的平安及盼望，

邀您闔家蒞臨感受這純淨、清亮的樂音！ 

 

 歡迎本主日接受幼兒洗、成人洗、轉籍的兄姊加入本會 
成 人 洗 ： 彭宏榮、翁晨瑋 
幼 兒 洗 ： 趙曼光 
他宗轉籍：林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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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北和平教會聘任教會幹事一名 

#主要職務：教會文書作業及相關行政業務。 

#徵聘條件：1.服務熱忱、善於溝通協調。2.具國台語聽說能力。3.具文書處理、

聽打、美工海報及電腦網路操作能力。4.會看樂譜。 

#應徵收件：至 111年 5月 31日止，應徵者需提供自傳與履歷資料(附證明)影

本各一份(資料概不寄回)。 

#應徵資料審查通過後，須參加甄試(文書作業測試及面試)。甄試日期另行通知。 

#應徵資料請逕寄： 

書面資料信封請註明「應徵幹事」以掛號寄至 106011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83

巷 9號 人事聘任小組；電子資料寄至 mmylo.tw@gmail.com。  

電話：02-23510087分機 203 駱主任 

六.會友消息 
吳淑聰姊妹(張溫波弟兄的太太)於 4/8 安息主懷，享壽 84 歲，已於 4/22 舉
行告別禮拜，請繼續為家屬代禱。 

七.以斯拉查經班 
以斯拉查經班(講員高正吉長老)：5/8(日)上午 8:45 於 6F03 歡迎退休兄姐 

一起查考聖經 ! 

八.奉獻證明發放 
2021年奉獻證明於一樓招待處發放，敬請兄姊領取並妥善保管作為 5月報稅
之用。 

九.市府提升防疫等級，至五月 24 日止暫停關懷站據點服務。 
 
 

                  曠野變成青草地        維倫牧師 

    耶穌使五千人吃飽的神蹟，是唯一在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的神蹟 (除了

耶穌復活以外)，也是我們所熟悉的事蹟。透過聖經學者查考這段記載，其

中有三次特別提到曠野(6:31、32、35)，呼應了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

在曠野上帝供應了嗎哪和鵪鶉(從海那邊來的肉)。經文裡耶穌要他們一排排

坐下，暗示著如以色列民在曠野紮營的整齊景況，而耶穌透過有如舉行聖餐

的行動--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在那時刻讓曠野之地變成可安歇

的豐富草場，讓人飽足，有如牧羊人牧養著羊群 (如同詩篇 23 篇)；又如同

瞻望末日彌賽亞的盛宴，讓人深切期盼。透過耶穌，祂是生命的糧(約 6:25-

59)，要滿足我們對生命最深切的需要。原來這個神蹟中，有如此豐富的信

仰連結和省思。 

    這禮拜聖經抄寫的進度是【馬可福音第六章】，經文有點長，讓我們撥

出時間來完成，並在防疫的生活中體會曠野變成青草地，願大家依靠主，得

平安。醫治和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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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為肢體 

① 請為住院會友及出院會友的康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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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面對畢業後尋求未來方向(繼續深造或工作)的青年代禱，懇求上帝親

自帶領前面道路，幫助他們親嘗上主的保守與帶領。 

2.為世界 

聯合國難民署（UNHCR）表示，已有超過 470萬人因戰爭離開烏克蘭，9成是婦

孺。烏克蘭境內有 710萬人流離失所，因戰爭不得不離開家園，但沒有越過邊

界。歐洲聯盟（EU）也提出警告，因俄羅斯入侵而逃亡出國的烏克蘭兒童與婦

女，有遭到人口販運與性剝削的危險。懇求上主施恩憐憫，化解當地長年恩怨，

賞賜公義的和平，也保守看顧飽受壓力和痛苦的人民。 

3.為台灣 

國內單日確診數突破 3000 人，已達啟動居家照護標準，全國進入全面輕症

居家照護管理階段。藥師公會全聯會也宣布，全國藥師投入「輕症確診者居

家照護計畫」，由藥師協助送藥到府。感謝上主保守恩待我們仍能正常生活

工作，求主繼續幫助國人同心抗疫，在長久的防疫戰役中不灰心、不鬆懈，

靠主得勝。 

4.為教會 

本週有兄姐將透過洗禮、轉籍加入和平大家庭，願上帝恩典帶領，讓我們

同心陪伴守望他們在真道上更加穩固。 

【為教牧團隊禱告】 
本週為邱淑貞牧師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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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道人 

  為田豐肇、胡敏慧傳道師代禱〜在校園團契服侍 

1.請為 4/30〜5/1 即將在新竹聖經學院舉辦的竹區大學福音營（簡稱「竹大福」)
禱告，求主大能幫助，保守疫情期間竹大福的各樣事務進行都能順利，不受

疫情攔阻。 
2.目前有幾位外地學生受邀報名參加（實踐、東吳、海洋科大、中國醫），為此

感恩！懇求主保守所有報名的學生，都能以柔軟的心參與營會，對焦於主，

認識自己天國子民的「身分」，了解此身份將面對並經歷的「挑戰與祝福」，

從中學習「轉化挑戰為祝福」。 
3.營會財務預算整體收支仍有不足，請代禱，願主預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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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基金 

070249 5,000 

場地奉獻 

童心讀書會 500 

台北市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聖樂合唱團 5,000 

小計 5,500 

復活節獻金 

170018 100  

080210 1,000  

180024 1,200  

080256,110019 2,000  

040075,060010,070009 3,000  

小計 15,300 

救災基金 

040127 2,000 

少年團契聚會獻金 440 

青年團契聚會獻金 543 
 

【4/16~4/22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4/17 郵政 140092 20,000  
04/18 郵政 110058 700  
04/18 轉帳 100096 3,500  
04/19 轉帳 160086 3,000  
04/20 轉帳 130111 500  
04/20 轉帳 110082 2,000  
04/20 轉帳 070090 5,000  
04/20 轉帳 210003 10,000  

感恩奉獻 
04/17 郵政 140095 100  
04/19 轉帳 160086 2,000  

宣道基金 
04/19 轉帳 160086 1,000  
台灣行動支付不記名奉獻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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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 11:07 AM 台北富邦 200 
02/13 14:35 PM 台新 台北富邦 300 
02/20 21:14 PM 台新 台北富邦 300 
03/20 11:56 AM 台北富邦 160 
03/27 為台南神學院 台北富邦 10,000 
03/27 **71776 台新 台北富邦 5,000 
04/17 為救災基金 台北富邦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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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7053 
他行匯至郵局使用： 
(700)7000010 50037053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26,908 

幼幼  600 

小計 27,508 

月定奉獻 

080072,080210,150015,170078 1,000  

100097,110008,110452,140023 2,000  

220002 3,000  

080249,170070 4,000  

130006 4,500  

110052 5,000  

110291 6,000  

070249 8,000  

090087 10,000  

080180,160082 12,000  

130005 16,000  

小計 96,500 

感恩獻金 

040126 300  

060016 1,000  

070167,080212,110364 2,000  

040021 3,000  

有志 3名 4,600  

130005 5,000  

小計 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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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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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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日期 場地 內容 / 主理 人數 

第一堂會前禱告 主日  8：20 五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3 
5/1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16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五樓禮拜堂 敬拜團 7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邱淑貞牧師 14 4/28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4 4/29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樂活讀經 15 5/8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三樓禮拜堂 獻詩練習 35 5/1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5 5/1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休息  - 
方舟團契 週五 19：00 6F03 受苦與榮耀 14 4/29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專講 22 4/30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信仰活動 21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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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1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5/15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林瑜琳長老 10 5/1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 7F05 吳雅莉牧師 7 5/8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執事 7 5/1 
橄欖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2:00 6F01 卓璇慧執事 7 5/8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主日 11:30 B101 蔡雅如姊妹 1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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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賴恩慈長老  5/24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線上 陳群鈺小組長 12 4/26 
安得烈小組10A 每月第 1、3 週六 14:00 6F04 溫秋菊、鄭麗珠小組長 7 5/7 
安得烈小組10B 每月第 1、3 週二 19:30 6F02 詹穎雯執事 3 5/4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10 5/10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1F 長輩分享、銀髮健康操 34 -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1F 陳群鈺小組長 20 4/29 
K.B II 小組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秀惠長老  4/29 
畢契小家 週

六 
每週日下午 14:00 7F06 洪婕寧姐妹 7 5/1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1 黃瑞榮長老 10 5/28 
查 
經 
班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主日 8:45-9:50 6F03 高正吉長老 41 5/8 
生命建造查經班 
聖經共讀士師記 每月一次 週六10:00 五樓禮拜堂 莊信德牧師 72 5/21 

詩
班
樂
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5/1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7 4/26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黃俊諺弟兄  5/7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弟兄 6 5/14 

社 
 

區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粉彩/15 桌遊/22 健身/23 樂活183/23 - 

繪畫小組 週三  9：3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3 張雅琇長老 11 4/27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乾美穗子姊妹  - 
姊妹成長讀書會 週五 09：30-11：30 6F01 沈月蓮長老 7 4/29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 李玉華老師 15 4/29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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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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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妙瑛、李秋娟 

蕭凱文、王武聰、戴維宏 
 

新朋友招待  李秀霞、潘昆楨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陳恩祈、墜添成  
投 影  孫家藟  
愛 餐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陳秀英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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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淑貞牧師 
司   會 張世安 詹穎雯 卓璇慧 
司   琴 李以諾 張希如 郭嘉琳 
領   詩  簡文隆 趙恬 
獻   詩 林沐恩 成契詩班 和平敬拜團 

禮 拜 招 待 藍慧芬、林燕卿 
王銘益、馬茹翎 

馬浩鈞、李秀霞、潘坤楨 
李易真、楊鈞儀 

新朋友招待  李秀霞、潘昆楨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張中興、墜添成 吳夏語、墜添成 陳昌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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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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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大 
3 小 

5/1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  保羅信主 13 
5/1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禮拜堂 逃離埃及地 19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B201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1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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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二年級 主教 助理 主教 助理 

4/24 陳新慈 劉家妤 Niun 陳錦慧 Elaine 楊琴朱 楊承恩 楊雅淳  王玉山  
5/1 黃琦娜 楊雅淳 武茂玲 李穗玲 艾莉家 蔡沛琳 劉家妤 楊雅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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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phokb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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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30                    經文：士師記 13:2-24 

前言 

經文背景 

˙士師記是一本記述「上帝子民的妥協與失敗」的書。 

˙士師記 13章~16章記載最後一位；也可能是我們最為熟知的一位士師：

參孫的故事。 

黑暗世代的微光 

˙從一位無名的女子揭開序幕 

˙看見上帝出人意料的揀選 

經文給我們的提醒 

兩性非競爭關係，乃是相互體貼與合作的關係 

結語 

˙上帝在冷漠、被動而無助的世界裡，主動伸出救恩的援手。 

˙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所求所想 (參以賽亞書 55：9)。 

˙重要的提醒---上帝的恩典從來就是兩性一起承受。 
 

金句：｢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  

        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9) 

【默想與實踐】 

1. 請思想今天上帝藉著這段經文向我說甚麼？ 

2. 在這個｢人與人避免群聚連結」的非常時刻，重思男人與女人在上帝的創

造中都具有深奧的地位之意義。 

3. 在各自的性別、身份與專長中，留在家中與你親愛的家人，或在電話、

視訊中與朋友一起靈修、禱告，體會上帝有他超過我們意念的美意正在

此刻運行。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釘根佇基督—謹慎來起造】 

 
    從她的故事見上帝恩典痕跡 

邱淑貞牧師 

 
 
 
 
 
 
 
 
 
 
 
 
 
 
 
 
 
 
 
 
 
 
 
 
 
 
 
 
 
 
 

福音週報 

2022年4月24日 

NO.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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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值得讀的一本書 

弟兄姊妹，平安! 

我曾讀過一本很有趣的書《舊

約奇女子》，作者提到《創世記》描

述上帝在創世之際，其創造之工要

一直到人被創造出來後才畫上終

點。作者又說到創世記第一章上帝

造人的過程與創造天地萬物時一

樣，攏是尚簡單、點到為止。但是，

到了《創世記》第二章，經文則又

從另一個角度，用全章來詳細描寫

上帝創造人的細節。 

從《創世記》第二章 8-20節，

聖經作者鋪陳出一個暗示：被上帝

以泥塑成、吹入上帝氣息的人，雖

然上帝將之安置在天堂一般的伊

甸園，但他仍然以寂寞、身旁無幫

助者的不完備狀態來存在於世。到

了創世記二章 21-24 節，經文則進

一步描述上帝創造女人的細節；例

如：上帝使人沉睡，再趁機拿下他

的一根肋骨，合上肉後，用那根肋

骨造了「女人」(參考創 2：21-23)。 

作者稱，從《創世記》編輯者

的編輯手法，我們可以看出其中的

深意，即：上帝創造的歷程是到「創

造人」才結束，並且還是要直到上

帝造出「女人」之後，「上帝創世之

工」才是真正的完成！作者由此下

了一個斬釘截鐵的定論：「沒女人

不成世界」。 

 

作者的提醒 

這個結論其實也在提醒我們：

男人與女人在上帝的創造中都具

有深奧的地位和意義，都應該在各

自的性別、身份與專長中共融與貢

獻專長，這樣子的教會才能是兩性

彼此補足、相互合作之整全教會。

在「婦女主日」的今天，我們要將

眼光聚焦在教會中佔二分之一強

的性別：女人身上。她們是我們的

母親、我們的姊妹，我們要從她們

中的一位來認識、並體會上帝的憐

憫與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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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文背景 

介紹這位女子之前，我們先來

看今天所讀的經文和其背景。關於

《士師記》，曾有學者這麼定義它：

「人類歷史的縮影；描述人間成敗

的故事」，甚至進一步指出這個人

間縮影可用一句話來形容，即：「上

帝子民的妥協與失敗」。可不是嗎？

從《士師記》中，我們看到以色列

不斷重複著「罪惡的循環」：不以

上帝為王、不遵行上帝的旨意；卻

與敵人一再的妥協。尤有甚之，綜

看士師們的故事，我們還不得不發

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喟嘆。 

《士師記》十三章~十六章記

載最後一位；也可能是我們最為熟

知的一位士師；參孫的故事。十三

章一開始，作者又一次提起士師記

的世界中，那悲哀的循環模式：「以

色列人又得罪上主，上主就讓非利

士人統治他們…」(士 13：1)。不

過，更讓我們吃驚的事是；在這個

受苦的時代中，以色列人竟然連向

上帝發出求救的一絲企圖都沒有。

甚至我們還看見以色列人對於非

利士人的統治和脅迫，竟然表現出

心甘情願的認可(參考士 15：11「…

難道你不曉得非利士人是我們的

統治者嗎？」「非利士人管轄咱，

你呣知嗎？」)，這個發現令我們

驚覺到台灣人民在被殖民的過程

中，被培養出來的奴性，與士師記

所記述的景況：甘心讓非利士人統

治；寧願當個刀俎下的魚肉也不以

為意的以色列人之處境，竟有相同

的荒謬與可悲之處。 

 

三、黑暗世代的微光 

在如此可悲的時代中，我們從

一位默默無名的女子身上，看到一

絲微光隱然出現在驚人的可怖暗

世之中。這位女子，作者以「有一

個但支族的人，名叫瑪挪亞，住在

瑣拉城。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沒有



 
12 

孩子」(士 13：2)這句話來介紹她

的出場。從作者簡單的介紹，我們

知道這位無名女子顯然不是出身

佇一個顯耀的家族，再者，沒有娘

家顯赫背景支持的她，閣是一個不

能生育、沒有孩子的人妻。 

在以「生養眾多」是因為得到

上帝賜福的古代社會裡，我們可以

想得到一個不能生育的女子是要

背著多麼沉重的重擔啊！ 

①她或許會被人在背後議論：伊是

因為行為悖逆神，以致遭受不育之

懲罰的女子。 

②也有可能她會因為不能傳宗接

代的關係，就給丈夫冷淡對待、地

位降低、甚至是拋棄…等不堪的際

遇。但，她卻在這個一般女人「無

法承受之重擔」中，用行動展現出

她對上帝話語的不變信心；和注目

擒住上帝的堅定。 

 

 

上帝出人意料的揀選 

從士師記作者的描述，我們可

以知道這一個名字沒被提及的婦

人，比起當代以色列人與上帝的疏

離，她與上帝有真親近的關係。身

為上帝的子民，她專注聽從上帝的

吩咐，在上帝使者向她顯現之後，

她便過著有別於當代以色列人的

生活；也就是「自甘於為人所奴役、

視上帝要求於無睹」的自我毀滅之

生活方式。 

 

從經文中我們看見，上帝的使

者向她顯現，並指示她「要小心，

淡酒和烈酒都不可喝，也不可吃禮

儀上定為不潔淨的東西，因為你要

生一個兒子。孩子出生後，不可剃

他的頭髮，因為他一出生就要獻給

上帝作離俗人…」(士 13：4-5)。

在這麼奇妙的時刻，她將使者所指

示的話語一字一句的謹記於心，並

向她的丈夫一五一十的忠實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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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使者的預告。因此，她的丈夫

瑪挪亞開口向上帝禱告；懇求那位

宣達上帝旨意的神人回來，並教導

他們這對膝下無子的夫妻，應如何

教導那將要出生的孩子。(士 13：

9)。 

 

從這段經文中，我們看見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每一次上帝的使者

宣告救恩即將來臨的時刻，瑪挪亞

卻總是不在場。但瑪挪亞的妻子顯

然是很懂得夫妻之間的相互尊重

之道。所以當上帝使者又向她顯現

時，隨即跑去把丈夫帶到使者面前，

讓瑪挪亞可以當面問出內心的疑

惑(士 13：10-12)。 

同時，在這段經文我們也看見

一個很奇特的事實，在那個登記人

口總數時，「婦女與孩童」都不列

入在數的古代社會裡，上帝在宣達

他的旨意時，對象竟然是當時在社

會和家庭中，地位都屬於次等的婦

女。這樣的事實可以說大大翻轉了

當代父權社會，視女人為附屬物的

歧視觀點。看到此，我們不得不感

嘆：上帝的揀選，真的大大超乎人

的智慧與想像之外！ 

兩性非競爭關係，乃是體貼與合作 

接下去，我們看見上帝使者回

答了瑪挪亞的疑問後，瑪挪亞仍然

不識這位使者的身分，直到使者回

答：「何必問我的名字呢？那是奇

妙的名」；並在瑪挪亞獻祭給上帝

的火焰中升天後，瑪挪亞才恍然大

悟使者的身分(士 13：17-20)。故

事繼續進展，我們看瑪挪亞說了一

句話：「我們一定會死，因為我們

看見了上帝。」 

 

當瑪挪亞認識到跟他面對面

的乃是上帝時，他顯示出的驚懼與

他妻子的堅定信心成了極大的對

比。從他妻子的回應，我們也看見

了她對丈夫的尊重與勸慰(「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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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若欲互咱死，的確無對咱的手接

納燒祭及素祭，閣無將諸個一切的

事指示咱，此霎也無將這事給咱

講。」士 13：23)。與丈夫同走人

生路的她，在上帝使者向她說出恩

典應許時；她積極與丈夫分享她的

看見，讓瑪挪亞參與其中。當她的

丈夫疑惑甚至心生畏懼之時，她更

是同理丈夫的感受、溫言安慰。 

這一個溫惠賢良的女子，有智

慧、有膽識、又懂得尊重別人。當

她承受榮耀上帝的賜與時，她想的

不是自己的委屈、不孕的羞恥終於

可以除去了。她更希望在整個事件

中，她和她的丈夫可以一起面對；

並同享上帝親自賞賜的恩典憐憫。 

這個事件互咱看見一個兩性

合作、互相體諒、在信仰道路上互

相攙扶的美麗圖像。 

 

四、結語 

從今天所讀的經文，我們處處

看見上帝恩典的痕跡。 

首先，我們看見這是一個連呼

救聲都難以聽見的世代。但是，上

帝在如此冷漠、被動而無助的世界

裡，主動伸出救恩的援手。 

再者，我們又一次體會上帝的

意念高過人的所求所想(參以賽亞

書 55：9)，他的揀選往往超乎世俗

標準、規範。他興起拯救的手，但

這個拯救的根源卻落在一個沒沒

無聞的小卒：瑪挪亞家裡，甚至上

帝還將這個拯救的好消息，直接告

知一個沒有名字的、社會地位遠低

於男人的婦人。 

第三，我們在士師記 13 章，

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提醒，上帝的恩

典從來就是兩性一起承受。上帝的

眷顧沒有因為性別的因素而厚此

薄彼，更重要的是，在這段經文中，

瑪挪亞和他的妻子讓我們看見：在

這個世界，兩性的關係應該是分享、

體諒和彼此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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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上帝使者向瑪挪亞的

妻說出恩典的預言後，她馬上跑回

家跟丈夫分享好消息。從瑪挪亞向

上帝禱告：「教我們怎樣待將要出

生的孩子」(士 13：8)的話，我們

體會到瑪挪亞打算要與妻子共同

分擔撫育孩子的責任。當瑪挪亞認

知自己見到上帝，以為就要死去時，

他的妻子馬上從她自己所體會的

信仰經驗來安慰瑪挪亞，讓瑪挪亞

從沮喪、恐懼的漩渦中脫身。我們

可以說上帝的拯救，就是從這個無

名的女子開始的！ 

最後，上帝的眷顧恩澤任何與

上帝親近的人，甚至是一個無名的

女子。沒有名字的女子，接受了上

帝的邀請並與他同行，這個無名、

無勢、生活有遺憾的女子，因而變

成「使他人因她得福」的最佳詮釋

了！ 

我們的主耶穌的救恩也是如

此地奇妙臨到世人，他在世的時候，

也讓許多婦女跟隨他，甚至讓婦女

成為見證他復活的第一批門徒。教

會要認清，婦女也要自覺，婦女一

直是；也應當是基督教會重要的成

員。 

懇求上帝大能臨到每一位在

信仰的道路上努力精進的兄姊身

上，讓人都能從我們每一個人，特

別是婦女的身上看見上帝恩典的

痕跡。以此和兄姊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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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2年 4 月 25日至 4 月 29 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4/25 
(一) 

詩篇 106 

1 詩篇 106 回顧了哪些以色列人民悖逆上帝的
事件？那些事是今天我們仍然可能犯的？ 

2 這首詩篇中，哪些地方使我們看見上帝的慈愛？ 
3 鑑古知今，求主幫助我們，看見自己的言行是

否有得罪上帝的地方，求神幫助我們悔改並
親近神。 

4/26 
(二) 

以斯拉記 
1-2 

1｢上主為要實現他藉耶利米先知所說的預言，
激動塞魯士下了一道詔令... 你們(以色列
人)要到猶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上主—以色
列上帝的聖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
帝。」這句話是否讓我們看見上帝在不同時期
感動人來與祂同工？這樣的神學怎麼影響我
們看待服事者的角色？ 

2 在第二章回歸者的名單中，我們看見不同宗族
和不同職分的人？這些差異有影響他們一起
同工的心志嗎？為什麼？ 

4/27 
(三) 以斯拉記 3 

1 為什麼對以色列人來說，敬拜上帝是最重要
的？以致一安頓後就築壇向上帝獻燒化祭？ 

2 在和合本中，第 4 與 9 節兩次提到這些返回
耶路撒冷的人「如同一人」，以此形容他們同
心合意地生活與工作。您認為幫助他們如此
合一的秘訣是甚麼？ 

4/28 
(四) 以斯拉記 4 

1 重建聖殿受阻饒而被迫停止。就算是上帝感動
的工作，都有可能因為不同原因進入漫長的
等待。從這件事讓我們學習｢耐心等候」的重
要功課。 

2 在今日的經文中，再次提醒自己：上帝有他的
時間。等候期間，我依然相信上帝掌權嗎？ 

4/29 
(五) 以斯拉記 5 

1「我們是天地之主上帝的僕人」怎麼影響我們
對於自己的生命與工作的定位？ 

2 回顧這一周，你是否發現上帝的眼目看顧著
你？寫下你的感謝禱文提醒自己：上帝眼目
時刻看顧自己。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