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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新春感恩禮拜程序 
 

聯合禮拜 講道：蔡維倫牧師  司會：曹木針長老 

 司琴：周靜瑜姊妹  領詩：何堅仁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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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首「今咱大家來吟詩」 

(台)  新聖詩 第 435 首「今咱大家來吟詩」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新聖詩 啟應文 20 詩篇 90 司 會 

獻 詩 新聖詩 605 首「靠主恩典奇妙氣力啲保護」 利 未 詩 班 

聖 經 約翰壹書 2:7-17 司 會 

講 道 愛的命令 蔡維倫牧師 

回 應 詩 
(台)咱攏成作一家人 

(華)我們成為一家人 
會 眾 

奉 獻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祝 福 差 遣 
(華)  新聖詩 第 403 首「主，差遣我」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403 首「主，差遣我」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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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週報 

2023 年 1 月 22 日 

NO.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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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前言  

二、愛的命令--是舊又是新的  

 1.這是什麼意思﹖ 

 2.新的權威、新的標準、新的動力。 

 3.從這段經文中讀到老約翰的懊悔。 

 4.愛是需要繼續學習和成長。 

三、愛的相反詞是...  

恨，會扭曲人的眼目焦點，以致無法自由地向著理想的目標前行。 

往往人會因著不原諒、為了報仇、為了所受的苦毒而繼續活在黑

暗中。 

四、愛的勸誡--不要貪愛世界  

 1.什麼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 

 2.不要貪愛這個世界，因為這些都正在過去。 

五、結論—領受新亮光，設定新目標，讓我們相偕同行。 

 1.教會從一開始就是跨越邊界，實踐相愛的群體。 

 2.默想和行動 

  (1)關於愛的命令，你我今年要在哪裡實踐﹖ 

 (2)關於不要貪愛世界的勸誡，你我今年需要棄絕哪件事情﹖對

你來說，這會是屬於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還是今生的

驕傲﹖懇求主幫助你我來勝過。 

 3.讓我們在教會這個信仰群體中，一同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金句】 
   父老們啊，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從起初就有的那一位。

青年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過了那惡者。(約翰壹書

2:13)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1/23(一) 1/24(二) 1/25(三) 1/26(四) 1/27(五) 

進度 創世記 18 創世記 19 創世記 20 創世記 21 創世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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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本月金句 

和合本 上帝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

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翰壹書 1:5a,7) 

現代台語譯本 2021 上帝是光，佇伊完全無烏暗。毋拘，上帝佇光明中，咱

若照按呢佇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團契，伊的子耶穌的血會繼續洗清咱攏

總的罪。(約翰壹書 1:5a,7) 

 

 

教會消息 

一.會務部消息 

1. 新春恭喜，今天一樓備有茶點，供會友交誼享用，週報內夾有新春感恩奉獻

袋，讓我們在新的一年獻上感恩。 

2. 新年度的奉獻請取用新的奉獻袋，敬請兄姐自行收回舊的奉獻袋，以減輕奉

獻袋隔架負荷。 

3. 本主日(1/22)、1/29因廠商休息，主日愛餐暫停。 

二.2023 年「聖經抄錄」開跑 

今年配合教會的年度目標「跟隨基督，同行天路」，將抄錄約翰壹貳參書(共

7 章)，聆聽使徒老約翰對真理和愛的教誨。教牧團隊在 1-3 月的主日講道安

排，也將同步以約翰壹書做一系列的查考，邀請兄姊一起參與，在新年開始

行動，立志讓上帝的話引領陪伴我們前行。 

1.聖經抄錄於 1 樓招待處索取手抄紙(分為描字版和橫線版)，抄錄完成繳交至

辦公室，3/18(六)收件截止。 

2.鼓勵兄姊以經文靈感創作繪圖或藝術作品，並預計於 5月展示於一樓大廳。 

3.徵求以經文靈感創作之短片或完整劇本，經評選第一名頒發獎金叄仟元。 

三.辦公室消息 
1/21(六)除夕，開始放假 
1/22(日)初一，新春禮拜(聯合禮拜 10:00 開始) 
1/27(五)初六，恢復上班 
牧師春節輪值： 
1/21(六)維倫牧師 
1/22-24(日-二)博文牧師 
1/25-26(三-四)光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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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長老教會(PCK) 禱告學校 

韓國長老教會(PCK)蔚山中會的普世宣教部來台與七星中會交流，安排
2/16(四)到和平教會來。晚上 7-9 點舉行禱告學校，講員崔材勇牧師(主城
教會)，本場次在五樓舉行(相當於本會之禱告會)，開放給各教會信徒們參
與，邀請大家預留時間一起來學習。 

五.2023 樂活讀經手冊 
教會四年一輪樂活讀經計劃，新年度的讀經手冊已印妥，請於一樓招待處領
取，讓我們在新的一年加入全教會讀經進度，一同在靈命上成長。每日的樂
活讀經材料，會友可至教會網站(http://www.taipeihoping.org)點閱；或請提供
email 地址給辦公室，您便可於週一至週五從電子郵件收到每日樂活讀經的
內容。也可掃描 QR code 參加『和平樂活靈修網』Line 群組。 

六.會友消息 
1.周魏秋菊姐(德盈兄母親)，於 1/8 安息主懷，已於 1/20(五)舉行告別禮
拜，請繼續為家屬代禱和關懷。 

2.蘇育霖弟兄（啟哲兄的父親，沈月蓮長老的公公）於 1/17 安息主懷，享耆
壽 90歲。已於 1/19(四)火化後安放於鳳山教會迦南園，並舉行告別禮拜。
當日由淑貞牧師代表教會前往致意，也請大家繼續為家人代禱和關懷。 

七.跟隨基督，尋見真我工作坊 
跟隨基督，尋見真我三一原型門訓協談基礎工作坊系列，呼應教會 2023 年
度目標「跟隨基督，同行天路」，裝備部首發擲地有聲的工作坊，報名者須
全程參與課程，敬邀兄姊同行天路。 
講師：林瑜琳長老暨心靈家園教師。 
時間地點：2/05（日）、2/11（六）、2/12（日）、2/19（日）每次皆為 13:00~19:00，
每次 6 小時，共 24小時在 6F03 教室。 
辦理方式：實體課程；若遇疫情升級，則改為線上 
報名方式：向辦公室報名(只剩 2個名額) 

教界消息 

耶穌的象徵語言與靈性關懷課程 

七星中會教育部主辦：靈性牽渉意義的洞察與轉化，人文哲學或心理學使用
象徵意義轉化的技術來探討靈性成長，而耶穌是善用比喻與象徵意義的高
手。本講座簡介象徵語言對個人生命成長與靈性關懷的運用，是充滿畫面的
講題。 

講員：張雅惠博士 

台灣神學研究院、靈性諮商組主任兼輔導中心主任、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 

曾任教於真理大學宗教系及輔導中心主任 

時間地點：2023.3.11(六) 09:00～12:00 台北和平教會 B1 禮拜堂 

線上報名：https://reurl.cc/ROb81g  課程免費，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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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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華人歡慶春節，中國大陸高達數十億人次的交通運輸人潮，與疫情高峰疊

加，尤其農村醫療資源欠缺，都對防疫控制形成嚴峻挑戰。求主施恩憐憫，保

守廣大人民能平安返鄉、平安回崗， 並有足夠的醫藥供應所需，疫情得到良好

控制。 

3.為台灣 

感謝天父恩典，帶領台灣平穩走過充滿挑戰與風浪的一年。在春節年假期間，

求主賜給這地平安的福份，家家得以歡樂團聚；並保守兩岸能有和平的氛圍、

消除敵對張力。 

4.為教會 

本週為農曆年節，許多兄姊返鄉團聚，願上帝祝福保守兄姊能與家人有好的互

動，回顧一年的經歷，都充滿上帝恩典的帶領。其中若有單獨過年的兄姊，也

願主保守我們能有機會肢體連繫，在上帝的恩典中，成為彼此的扶持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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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陳怡真牧師～在崙上教會服侍 

1.牧師嬤呂淑姿近來持續發燒、無法進食，已經入住安寧病房，求主憐憫保守，

賞賜牧師嬤與照顧家人十足的平安。 

2.為陳怡真牧師的身體守望，前幾天嚴重腹瀉已有改善，求主保守在牧會和擔

心母親的病情中，有好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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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奉獻 
幸福讀書會 500 

新春獻金 

120173 4,000 

南園教會 

110019 3,000 
  

【1/14~1/18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1/14 轉帳 110094 1,400 

01/14 轉帳 150135 10,500 

01/15 轉帳 080285 3,200 

01/16 轉帳 110236 2,000 

01/16 轉帳 070019 15,000 

01/16 轉帳 130102 21,000 

01/17 轉帳 160086 5,000 

01/17 轉帳 100096 13,000 

01/18 轉帳 170059 1,500 

01/18 轉帳 080220 2,500 

01/18 轉帳 160082 6,000 

感恩奉獻 

01/14 轉帳 110094 28,000 

台灣行動支付不記名奉獻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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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7 **70800 彰銀 台新 1,000 

01/18 **33893 第一 台新 4,000 
  

若您是第一次匯款到台新銀行帳戶，請

至以下連結 https://pse.is/4d2yh7或

掃描 QR Code 填寫您的匯款資料，以便

財務同工建檔。 

 

奉獻方法 
戶   名：財團法人臺北市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所有銀行及劃撥帳戶皆使用此戶名 
統一編號：88264673 
一般奉獻使用帳號如下： 

銀行帳號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和平分行(0458) 
2045-01-0000936-2 

郵局劃撥帳號 
50462131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20,222 

幼幼  400 

幼主  522 

兒主  1,500 

小計 22,644 

月定奉獻 
080072,130119 1,000  

070003,110008,110064,110452 

160064 
2,000  

040091,070254,130079,220002 3,000  

040011 4,000  

100087,110024,110145 5,000  

080256,110019,130098 6,000  

070249,080125,130005 8,000  

070302 8,400  

150088 10,000  

小計 103,400 

感恩獻金 

110171 1,000  

100087 2,000  

110019,130079 3,000  

080256 4,000  

小計 13,000 

宣道基金 
110224,120181 1,000  

120111 2,000  

110019 3,000  

113027 4,200  

070249 5,000  

小計 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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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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276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191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五樓禮拜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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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9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9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五樓禮拜堂 敬拜團 5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暫停 7 2/2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春節暫停)  2/3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鄭維新長老 12 1/29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三樓禮拜堂 獻詩練習 35 1/29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5 1/29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春節 32 1/31 
方舟團契 主日 13：30 7F03 春節 16 1/29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1F01 專講 13 2/11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禮拜堂 信仰活動 2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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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2/19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劉永文弟兄 17 1/29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主日 12 :30 7F05 吳雅莉牧師 8 2/12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小組長 6 2/5 
橄欖小組 每月第 2主日 12:00 6F01 卓璇慧執事 5 2/12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主日 11:30 B101 蔡雅如姊妹 14 2/12 
畢契小家 每主日下午 14:00 6F04 洪婕寧姐妹 10 1/29 
新婚迦拿小組 每月第 3主日 13:10 7F03 邱淑貞牧師  2/19 
宗翰小組 每主日晚上 9:00 線上聚會 蔡宗翰弟兄 - 1/29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馬可福音 18 2/7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線上聚會 陳群鈺小組長 12 1/31 
安得烈小組10B 每月第 1、3週二 19:30 6F02 詹穎雯執事  2/7 
安得烈小組10C 每月第 1、3週二 19:30 6F01 周幸華姊妹  3/16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2/21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1F 長輩分享、銀髮健康操 58 2/1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1F 陳群鈺小組長 17 2/3 
K.B II 小組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秀惠長老  2/3 
安得烈小組10A 週

六 
每月第 1週五 19:30 線上聚會 溫秋菊、鄭麗珠小組長 8 2/3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週六 15:00 6F03 黃瑞榮長老 1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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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12 
生命建造查經班 
聖經共讀撒母耳記 每月一次 週六10:00 五樓禮拜堂 莊信德牧師 實體 23/線上 34 共 57 人  2/4 

詩
班
樂
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26 2/5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8 1/31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禮拜堂 邵祥恩弟兄  2/4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弟兄 4 1/28 

社 
 

區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粉彩/25桌遊/19健身/52樂活183/29 2/1 
繪畫小組 週三  9：4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3/1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1 張雅琇長老 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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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 李玉華老師 19 -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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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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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璦琬 

陳詞章、林燕卿 
 

新朋友招待  林燕卿  
影 音 組 長 陳昌明 
音控影像燈光  許信裕/墜添成  
投 影  何英德  
愛 餐 夫婦 1.2 家 預備組長：林士洋 恢復組長：陳惠周 
禱 告 侍 奉 曹木針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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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煥雯 邱煌森 張博銓 
司   琴 蔡沛琳 林純純  
領   詩  潘致偉  
獻   詩 吳雅真 呂玉成  

禮 拜 招 待 許信介、陳怡如 
王銘益、馬茹翎 
林博惠、蔡淑慧 

陳鋒駿、陳信興 

新朋友招待 張世安 曹木針 黃少芳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陳昌明/墜添成 陳恩祈/墜添成 許信裕/墜添成 
投 影 王示恩 王示真 王示恩 
愛 餐 暫停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武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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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大 
8小 

1/29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3 約瑟被賣為奴 14 
1/29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禮拜堂 南國列王 2 23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7F03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7 1/29  

兒主老師輪值表 

服侍 
項目 

司琴 教唱 合班 
B204 初小 B208 B205 圖書區高小 B201 幼主 B202-3 

一年級 二年級 中小 五年級 六年級 故事 陪伴 
1/22   陳光勝        
1/29 陳昕 蔡沛琳 張宏哲 林垠庭 蔡沛琳 楊承恩 陳昭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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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 

經文：路加福音 24 :13-17,33-36；腓立比書 2:1-4 

【講道大綱】 
一、前言 
    剛過的跨年你如何度過？新的一年開始，你又打算如何過？  

二、2023 年教會年度目標和主題經文 
  1.延續 2018 靈修年、2019 禮拜年、2020裝備年、 

    2021複習年、2022 建造年，將 2023 年訂為【陪伴年】， 

    年度目標的主題為【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2.主題經文：腓立比書 2:1-4 

  3.從以馬忤斯的路上發生的事，作為主題的背景(路 24:13-36)。 

  4.保羅書寫給腓立比教會，跟隨基督，在基督裡彼此顧念，一起同行。 

三、2023 年教會年度的四個重點 
  1.關懷牧養的深化     2.關懷牧養的裝備 

  3.聖經造就與讀經     4.主日禮拜和禱告會 

四、結論 
  1.是旅程，更是每天的日常--教會群體生活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訓練場。 

  2.從英日開始設立「寂寞部長」和「孤獨部長」，看見教會的使命和機會。 

 

【回應與行動】 
 1.展望 2023 年，你想和去年有什麼不同？還是你已經漸漸失去改變自

己的動力？讓我們重新依靠上帝的恩典，在本週花點時間回顧與展

望，靠主重新得力。 

 2.今年教會的年度目標是什麼？請將這放入你今年的目標裡，並將第一

季的幾項活動，提早列入你的行事曆和優先順序中，讓你能從當中學

習並成長。 

 

【金句】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蔡維倫牧師 

 
 
 
 
 
 
 
 
 
 
 
 
 
 
 
 
 
 
 
 
 
 
 
 
 
 
 
 
 
 
 

福音週報 

2023年1月22日 

NO.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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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 2023

年的第一個主日，請跟周圍的弟兄

姊妹說「新年快樂，我們一起來敬

拜上帝」。不知大家在這新年的一

開始，你打算怎樣過今年的這一整

年？在新的一年的開始，不知你是

否和我一樣，會寫下對過去一年的

回顧，你是否已設定怎樣的新願望？

每年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候，特別感

到時間過得好快，從去年聖誕節各

項慶祝，從待降節開始的布置和每

週三樓默想區的預備，幼幼幼主的

聖誕慶祝、聖誕午會、兒童主日學

為宣教奉獻義賣、主日洗禮聖餐、

青田社區報佳音、清唱劇等，以及

12/31 晚年終感恩禱告會等。就在

這樣的歡慶中，我們進入新的 2023

年，我想 2023 年對每一位來說，

都期盼是一個新的開始。而在你工

作、學業、家庭、健康、理財等各

項計畫之外，我們基督徒在信仰和

教會生活上，你會加上怎樣內容呢？

在今天主日禮拜中，牧師要透過分

享教會新一年的年度目標和重點

活動，邀請大家一同來思考，你我

可以怎樣來做規畫安排。 

 

二、2023 年教會年度目標和主

題經文 

1.延續2018靈修年、2019禮拜年、

2020 裝備年、2021 複習年、2022

建造年，2023 陪伴年 

    教會自 2018 年起，在我們原

先規劃為達到異象的六項作法，即

將進入第六年，原先 2018靈修年、

2019 禮拜年、2020 裝備年作為連

結於神，領受祝福的三部曲。然而，

在 2020-2022 年間全球經歷新冠

肺炎 cocid-19 疫情，在 2020 年和

2021年分別暫停實體聚會兩個月、

和三個多月。2022年雖然沒有再暫

停，但也是到 11 月底教會才開始

恢復愛餐。回顧過去這段時間，因

著疫情讓教會許多事工暫緩，也感

覺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疏離，會

友們逐漸習慣參加線上主日禮拜，

甚至也因此失去與神與人的連結。 

    在 2023 年，教牧團隊提出教

會的首要目標，於此後疫情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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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同工一同關心疏離的會友，發

揮團契小組的功能，讓人重新連結

於珍貴的信仰群體。這也呼應教會

自 2017 年起，提出「連結於神，

領受祝福」和「連結於人，成為祝

福」作為向異象【成為萬民的祝福】

邁進的途徑，2023 年也將是推展

「屬靈夥伴」的時機，也可以稱為

是「陪伴年」，年度目標的主題訂

為【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2.主題經文 

    路加福音 24:13-36，以這段敘

事作為主題經文的背景，兩位門徒

離開耶路撒冷前往以馬忤斯，心中

擔憂愁煩，在路上遇見同行者和他

們談話，之後的晚餐擘餅時，發現

是復活主耶穌的同在。他們即刻起

程回耶路撒冷向其他人說這件事，

這時耶穌親自出現在他們當中說

「願你們平安」(路 24:36)。這段

敘述中的圖像是門徒們經歷復活

主同在之後，所帶出的更新、喜悅

和平安。  

 

今年主題的經文為： 

腓立比書 2:1-4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

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

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

足。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

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

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

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使徒保羅寫信勉勵腓立比教

會的兄姊們，他透過一連串的提問

和教導，指出在信仰群體中生活的

基礎，是在基督裡才能成就。而這

個在基督裡的信仰群體，在愛心、

心思意念中會越來越相似，因為都

是跟基督相連結，成為一個群體。

同時，保羅也勸勉這個信仰團體，

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榮耀，要

心存謙卑不驕傲，看別人比自己強，

指的是互相欣賞彼此的優點和恩

賜，不要驕傲自誇。保羅也提醒，

對於在這信仰群體中，面對遭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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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軟弱的肢體，「各人不要單顧

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跟

隨基督，在基督裡彼此顧念，一起

同行，這成為我們 2023 年教會共

同努力的目標。 

 

三、2023 年教會的年度重點 

    現在先將 2023 年中的重點項

目跟大家做說明，將今年度的重點

包括有四項： 

 

(一)關懷牧養的深化 

1.由三關懷部門(兒主、青壯、成

人)發展會友關懷方案再予以整

合。 

2.推動復興禱告小組 RPG(revival 

prayer group)到團契和小組中

(每週或每兩週固定跟屬靈夥伴

們 RPG 禱告)。 

3.關懷新朋友，使他們順利進入並

成為和平教會的新家人(恢復新

朋友歡迎會)。 

4.關注第三堂禮拜會友牧養，培育

青壯同工投入關懷。 

5.參與中會職場部和北二區教會

聯合進行，各教會職場青年關懷

方案之研擬及推動。 

6.團契小組的經驗交流分享--邀

請依一小家、喜樂小組等。 

 

(二)關懷牧養的裝備 

1.全教會培靈會(3/18-19)—王榮

義牧師。 

2.開設三系列工作坊—在基督裡

尋見自我(2 月)、在基督裡夫妻

同行(5 月)、面對失落與死亡焦

慮(8 月)。 

3.開辦全教會關懷志工訓練課程，

由馬偕醫院院牧部協助(10-11

月)。 

 

(三)聖經造就與讀經 

1.聖經抄寫—約翰壹貳參書(1/8

起到 3/18 培靈會前完成)。 

2.推動教會背經--每個月背誦一

節跟年度目標主題相關的經文，

在各堂禮拜中由司會帶大家唸

兩次，並鼓勵兒主、青少契、各

團契小組聚會中推動複習，將以

約翰壹書的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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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四年一輪的樂活讀經，繼續

發展升級為有聲版，讓長輩和上

班族可以用收聽的方式參與。 

4.天梯夢聖經共讀(每月一次)。 

5.聖經公會聖經詮釋講座 (4/15、

7/15)，及實際走訪現場的學習-

-初代教會暨保羅行蹤(5/7-21)。 

 

(四)主日禮拜和禱告會 

1.繼續強調參加主日禮拜的重要

性，鼓勵會友提早 10-15 分鐘到

教會預備心。 

2.調整週四禱告會，鼓勵會友參加

實體和線上禱告。 

3.重新安排適當時段，鼓勵會友做

見證。 

 

    相信推展事工的過程，同時也

是全教會弟兄姊們一起同走天路

歷程。雖然，大家可能沒有辦法一

下子記下這麼多的活動和安排，但

大家可以感受到，在眾多的活動中，

我們努力要抓住「跟隨基督，同行

天路」，因為我們並不是個別在信

仰道路上行走，我們是一群跟著基

督，相約要一起同行的夥伴，相信

這也是主耶穌設立教會的目的。鼓

勵我們弟兄姊妹們，在教會年度目

標中設立屬於你的目標，教會辦公

室已經將這些行事曆建成 google

的行事曆，只要加入分享和平教會

賴群組中，就可以在你的行事曆中

顯示。 

 

四、回應與行動—是旅程，更

是每天的日常 

    每年 1 月份的這個主日，有好

幾年都採這樣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教會的年度目標、主題經文和重點

項目。這還真讓我們想到是旅行前

的「行前說明會」。但這除了像是

一個旅程之外，更覺得這其實是一

種生活的提案，怎麼說是一種生活

呢？在面對各種未知的變動中，我

們更需要培養出一種因應的生活

習慣，而在教會中的群體生活，正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訓練場。我們

就是透過每週日常中的讀經、祈禱、

參與崇拜，裝備造就訓練、團契和

小組的生活等，養成一種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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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信仰生活成為穩定我們生命的

規律。同時，這樣的教會生活的訓

練場，更需要被進一步擴展去實踐，

就在我們每個會友各自的場域中

—在職場、在學校、在家庭生活中

(與父母親、夫妻、兒女中)，也包

括你所在的鄰居、朋友間的互動。 

 

    上禮拜有機會和一位牧者分

享和禱告，在分享中他提到一件有

趣的事，我是第一次聽見，不知大

家知不知道。就是英國政府內閣在

2018 年設立「寂寞部長」，來面對

這個「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悲傷現

實」。在天下雜誌關於這的一篇報

導中指出，在英國 6,564 萬人口中，

大約有超過 900 萬人表示自己總

是或經常感到寂寞，其中有 200萬

人處於長期寂寞的情況，他們可能

有好幾天、甚至好幾個禮拜完全沒

有與人有互動。英國政府將這件事

推到國家層級，透過設立「寂寞部

長」的角色，在中央與地方政府、

各公部門、企業、慈善團體間穿針

引線，藉此針對「改善寂寞感」擬

定全面性的政策。 

 

    同時，專家從研究調查中也發

現，寂寞同樣會發生在年輕族群之

中，因為他們很容易因工作調動遷

徙住處，改變了原先互動的社群，

且失業者更易感到孤單。另外，社

群媒體的興起，雖然使得人際互動

更為頻繁，但通常只顯現美好一面

的貼文，也可能讓人以為只有自己

過得不好，而更顯孤單。 

 

    在另外一篇報導中，提到日本

2020年自殺人數為 11年來首度上

升，日本首相菅義偉在 2022 年任

命少子化對策、地方創生大臣坂本

哲志擔任「孤獨事務大臣」，討論

如何解決日本社會的孤獨與孤立

問題。 

 

    在文章最後，作者拋出提問

「台灣也需要『孤獨部長』或『寂

寞部長』嗎？」，因為根據內政部

戶政司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底台

灣單獨生活戶突破 300 萬戶，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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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 13%，也就是說至少 300 萬

人過著獨居生活，男女各半。各位

弟兄姊妹，以上這些統計數字的巨

觀分析，加上從我們個人經驗，渡

過了這兩三年疫情的日子，我想大

家也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比以往

更容易疏離、更容易產生距離。而

教會今年將焦點放在「跟隨基督，

同行天路」的陪伴和連結，真是我

們所需要，也是我們周圍許多人所

需要的。 

 

    雖然，面對外在各樣的挑戰和

變動，但這何嘗不是讓我們看見教

會的使命和機會，來傳講這世代所

需要聽見和領受的福音。讓我們再

一年中互相陪伴同行，相信會是豐

富又美好的一年。等一下，我們要

一起唱一首跟今年教會主題有關

的聖詩，新聖詩 575 首「耶穌召我

來走天路」，在新聖詩裡共有兩個

版本。在同心禱告後，讓我們用這

首詩歌來成為我們對今日信息的

回應。這時，邀請大家一起來禱告。 

 

【回應與行動】 

(1)展望 2023 年，你想和去年有什

麼不同？還是你已經漸漸失去改

變自己的動力？讓我們重新依靠

上帝的恩典，在本週花點時間回顧

與展望，靠主重新得力。 

(2)今年教會的年度目標是什麼？

請將這放入你今年的目標裡，並將

第一季的幾項活動，提早列入你的

行事曆和優先順序中，讓你能從當

中學習並成長。 

 

【金句】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

人的事。(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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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3 年 1 月 23 日至 1 月 27 日 

日期 經文 默 想 題 目 

1/23 
(一) 

創世記 18 

1.請回想你最近一次為人代禱是甚麼時候？在上主面前
代禱時，自己有懇切和多次代禱嗎？代禱後，不管情況
如何，你是否相信上帝會有最好的引領嗎？ 

2.當你在看電視新聞時，是否曾為新聞中的罪惡報導或
受害者代禱？在這兩天試著用這樣代禱的眼光來看新
聞。 

1/24 
(二) 

創世記 19 

1.羅得一家人在面對所多瑪和蛾摩拉毀滅事件中，他們
走怎麼樣的路徑？羅得太太的結局對我們有怎樣的學習
和警惕？ 

2.接續前章亞伯拉罕為這兩個城市的懇求，停留在十位
義人就不降災禍毀滅。本章天使搭救羅得一家四口，讓
我們在上帝的公義中依然看見祂的慈愛，這是否讓對你
信仰有新的領受？ 

1/25 
(三) 

創世記 20 

1.亞伯拉罕在基拉耳又再次為了保護自己而犯錯，神卻
用自己的方式改變整個局勢，你可曾在自己一時的錯誤
中，卻經歷上帝不變恩典的保守和開路？ 

2.省思自己，是否曾在那種類型的錯誤中，一再地犯錯
而無法跳脫出來？請定睛在上帝的信實，懇求上帝幫助
你存著盼望向前。 

1/26 
(四) 

創世記 21 

1.上帝為何兩次向夏甲顯現並拯救她和孩子？ 我們周
圍可有異文化的新族群？ 我們如何看待他們？ 

2.上帝對亞伯拉罕的家庭有深切的關心和介入，並指引
出一條出路。你所屬的家庭需要上帝怎樣的關心和介入
呢？請為你家庭的需要來祈禱。 

1/27 
(五) 

創世記 22 

1.試著想像自己如果是亞伯拉罕，將會如何面對耶和華
上帝的試驗？自己是否還愛很多事物和人，遠超過愛
上帝？ 

2.「因著順服而蒙福」這樣的屬靈原則，是否提醒你我
在哪些具體的事物中去實踐對上帝的順服？今天請用
些時間安靜思想這原則和應用。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