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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主日禮拜程序 
 

聯 合 禮 拜 講道：蔡維倫牧師  司會：王道一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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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新聖詩 第 2 首「聖哉，聖哉，聖哉」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2 首「聖哉，聖哉，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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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箴言 8 司 會 
獻 詩 主祈禱文 希 幔 詩 班 
聖 經 約翰壹書 4:1-6 司 會 
講 道 辨明真理，察驗諸靈 蔡維倫牧師 

回 應 詩 
(華)  新聖詩 第 646 首「耶穌呼召我走天路」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646 首「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恭 守 聖 餐 
(華)  新聖詩 第 364 首「吃這餅，喝這杯」 
(台)  新聖詩 第 364 首「食這餅，飲這杯」 

蔡維倫牧師 

奉 獻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祝 福 差 遣 
(華)  新聖詩 第 401 首「願全能主上帝」 

蔡維倫牧師 
(台)  新聖詩 第 401 首「願全能主上帝」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殿 樂  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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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 

NO.2042 



2 
 

【講道大綱】 

一、前言 
    從螺旋式的寫作中，將本卷書的信息作一整理。 

二、整理一：老約翰反對者是誰﹖他們提出什麼主張﹖ 
  (一)他們是誰﹖是基督徒嗎﹖ 

  (二)焦點在關於基督論的爭論 

   1.他們提出幾項的否認 

  a.否認耶穌是基督(2:22)、b.否認子(2:23) 

  c.否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4:2) 

   2.他們提出一種高階的基督論 

三、整理二：老約翰在書信中如何反擊 
  (一)指出他們的錯誤 

   1.自誇自己無罪(1:8,10) 

   2.自誇自己與神相交，卻行在黑暗中(1:6) 

   3.自誇認識神，卻悖逆他(2:4) 

   4.自誇活在光中、自誇愛神，卻恨惡弟兄姊妹(2:9、4:20)  

  (二)訴諸他屬於起初跟隨過耶穌的群體的權柄(1:1-2、2:24) 

  (三)警告對於那些宣稱從聖靈來的啟示，不要就相信，需要仔細察驗。 

  (四)伴隨基督論到倫理生活的檢視—辨明真理和愛的實踐兩者兼具。  

四、從如何應用的角度來引申和省思 
  (一) 關於神學議題的爭論 

   1.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神學議題—後疫情時代對教會論的神學探究。 

   2.需要時間去察驗和確立。 

  (二)關於牧者 

   1.從對老約翰的認識來看牧者的角色。 

   2.怎樣的牧者帶出怎樣的信仰群體。 

  (三)關於會眾 

   1.從領受聖餐和會員和會談起—在群體中確認自己所信的是誰。 

   2.再思我在這信仰團體中，處於哪一個角色和位置﹖又期許自己可以成
為怎樣的角色﹖ 

【金句】 
孩子們哪，你們是屬  神的，並且勝過了假先知，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

世界上的更大。(約壹 4:4)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2/20(一) 2/21(二) 2/22(三) 2/23(四) 2/24(五) 

進度 創世記 39 創世記 40 創世記 41 創世記 42 創世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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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本月金句 

和合本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我們若認自

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約翰壹書 1:8-9) 

現代台語譯本 2021 咱若講咱無罪，是騙家己，真理無佇咱內面。咱若承認咱

的罪，上帝是信實公義，欲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攏總的不義。(約翰壹書 1:8-9) 

 

 

教會消息 

一.小會公告 

1.聯合聖餐禮拜結束後召開會員和會，請會員儘量坐在 3 樓，以便和會 

進行。尚未報到的會員，請於禮拜後至 3F 招待處補報到。 

2.因教會內年長者較多，建議教會內仍儘量配戴口罩。 

二. 4/16 復活節洗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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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洗禮學道班上課：3/4、11、25，均為週六晚上 7:30-9:00 於 6F01 室。 

2.繳交見證稿：3/24(五)之前(需要協助者，請洽辦公室)。 

3.小會問道理：4/02(日)下午  1:30 

4.洗禮和聖餐：4/16(日)上午 10:00 

三. 2023 成人主日學春季班 

課程名稱 先知與智慧文學 
我靈敬拜─ 

以聖經為據的禮拜學 
跟隨基督 夫妻同行 

講師 陳光勝牧師 邱淑貞牧師 林瑜琳長老等 

時間 
主日 12:00-13:30 

(共 10堂課) 

週二 19:30-20:30 

(共 8堂課) 

主日 11:40~13:00 

 (共 8堂課) 

日期 

3/12、19、26、 

4/2、9、23、30、

5/7、14、21 

3/7、14、21、28、

4/4、11、18、25 

3/5、12、19、 

4/9、16、23、30、 

5/7 

教室 6F02 6F03 6F03 

報名方式：掃描 QRCode詳見週報夾頁。 

四.喝咖啡聊福音 
福音隊於 2/26(下主日)愛餐時間在 B1，將有喝咖啡聊福音的活動，其中福音

隊的隊員將與兄姊分享達比拉斯教會自產的咖啡，和兄姊述說福音隊的大小

事和心路歷程，歡迎兄姊撥空關心，並透過負擔的分享，讓我們在與原住民

教會的宣教事工中，看見上帝而來的帶領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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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土耳其世紀震災捐款公告 
(一)媒體報導 2/6土耳其南部接壤敍利亞交界地區，發生了規模 7.8級強烈地震，

造成大量建築物倒塌，無數百姓傷亡，急待世界各國緊急救援與災後重建。 

(二)本會救災基金小組依據救災基金使用辦法，啓動救災機制如下： 

1.考量賑災款多元分散，可降低無法及時抵達災區的風險，擬透過以下四個教

會機構(與土耳其教會有連繫管道)，轉出賑災捐助：長老教會總會、世界展

望會、前線差會、主僕差會等，各捐助 NT$10 萬元，合計 NT$40 萬元。懇

請會友關心，也共同為「土耳其震災」奉獻，請註明：為土耳其震災。 

2.現金奉獻或匯款奉獻，即日起至 2/26(日)截止，若為記名奉獻，將計入奉

獻人年度總奉獻收據中。 

3.以上奉獻款項，將全數分次、平均轉至上述四個教會機構，並於 3/5(日)週

報公告辦理結果。 

(三)請同心為土、敘兩國的災民祈禱！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地雖改變，

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匉訇(ㄆㄥ ㄏㄨㄥ)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

我們也不害怕。(詩 46:1~3) 

六.會友消息 
1.李詩慧執事與姜柏銓弟兄於 2/6喜獲千金，願新生兒在主愛中成長。 

2.翁國榮弟兄於 2/15安息主懷，享耆壽 96歲，請為家屬代禱。 

七.攏是為了愛：30 則以生命書寫的深情告白 
有志奉獻 200本盧俊義牧師的新書《攏是為了愛：30則以生命書寫的深情告

白》，可於 1F 招待處簽名領取(一家一本)。 

聖樂部消息 

今年 4/9 復活節聯合禮拜，聯合詩班/樂團將獻唱清唱劇「佇祂的名 

At His Name」，歡迎樂意聖樂服事兄姊踴躍參加(請向辦公室買譜)， 

練習時程如下： 

2/19(日) 2/26(日) 3/5(日) 3/12(日) 3/19(日) 3/26(日) 

13:30-15:30   詩班練習 2F02 
 

4/2(日) 4/8(六) 4/9(日) 

13:30-16:30  

樂團+詩班 

18:30-21:00 

全體總彩排 

8:30集合預備 

10:00聯合禮拜 

 



5 
 

 
 
 
 
 
 
 
 
 
 
 
 
 
 
 
 
 
 
 
 
 
 
 
 
 
 
 
 
 
 
 
 
 
  
 
 
 
 
 
 

教界消息 

耶穌的象徵語言與靈性關懷課程(星中教育部、環球聖經公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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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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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消息 

愛的傳遞--周寶秀工筆花鳥畫個展 
展期：2023.2/8--2/22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美學空間 
地址：台北市南海路 47號 開放時間：9:00—17:00（週一休館） 
敬邀各位藝術先進和藝術愛好者，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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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強震重創土耳其敘利亞，導致數萬人罹難、數百萬人在寒風中無家可歸，
救災重建之路對長期處於動亂的地區更是既難且長。祈求慈悲天父施恩憐憫，
拯救那些患難的，安慰那些哀哭的，賜恩典使災民得到及時的幫助。 

3.為台灣 
在高齡社會，許多家庭承擔照顧長輩的責任，甚至有些年長者尚需照顧體弱的
家人，相當不易，長照悲歌亦時有所聞。求主顧念廣大照顧者的辛勞，賜智慧
予為政者，規劃符合社會需要的長照安全網，使人民得以有尊嚴地頤養天年。 

4.為教會 
1.本主日召開年度會員和會，願上帝聖靈的工作，聯合兄姊的心， 
使我們齊心合一建造上帝的教會。 

2.約翰館裝程修工程，即日起至 5/15(一)止。請為工程及減少鄰舍打擾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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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李秀玉牧師～自由傳道 
1.感謝主帶領秀玉牧師在學神創作上持續有新書產出，去年出版的「聖經的一
致性」願主使用，幫助閱讀者在真理學習上得益處。 

2.為秀玉牧師身心靈健壯禱告，求主供應夠用的經濟資源，預備可以專心寫書、
生活便利、花費低廉的地方，帶領開始寫的新書「內容」合神心意，「時間
的使用」不被雜務分心、能有方便、順手、且不被破壞的各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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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基金 
170002 500 

120006 1,000 

小計 1,500 

救災基金 

070224,110224,120181,150081 1,000  

040026 2,000  

080018 3,000  

110019 5,000  

小計 14,000 

新春獻金 

130113 2,000 

場地奉獻 

陽光台北音樂文教學會 18,500 

青年團契 

聚會獻金 671 
 

【2/11~2/17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2/11 轉帳 110366 2,000 
02/11 轉帳 100068 2,000 
02/11 轉帳 090068 8,850 
02/13 轉帳 070019 15,000 
02/14 轉帳 130105 20,000 
02/14 轉帳 120132 24,000 
02/16 轉帳 150008 2,000 
02/16 轉帳 080285 3,200 
02/17 轉帳 080220 2,500 
02/17 轉帳 160086 5,000 
02/17 轉帳 160082 6,000 

救災基金 - 土耳其地震 
02/12 轉帳 040040 60,000 
02/13 轉帳 140003 10,000 
02/17 轉帳 地樺營造 200,000 

感恩奉獻 
02/12 轉帳 140095 100 
02/17 轉帳 170059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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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 **70800 彰銀 台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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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8 

幼幼  1,541 

幼主  666 

兒主  1,690 

小計 31,505 

月定奉獻 

110434,110484,120006,130118 

130119,170079 
1,000  

070003,070093,070225,070240 

110452,130060,170002 
2,000  

070254,110044,110166,110344 

130115 
3,000  

040011 4,000  

160055 5,000  

130098 6,000  

110317,140062 10,000  

113089 15,500  

130015 30,000  

小計 115,500 

感恩獻金 

160018 200  

090113 500  

110171 1,000  

有志 2,000  

110084 4,000  

080212 6,000  

140036 10,000  

小計 2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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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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298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219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五樓禮拜堂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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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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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群鈺姊妹 54 2/23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姊妹 6 2/24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鄭維新長老 13 2/26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三樓禮拜堂 獻詩練習 35 2/26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5 2/26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音樂與人生 38 2/21 
方舟團契 主日 13：30 7F03 曾煥雯長老 14 2/26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1F01 專講  2/25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信仰活動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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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5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3/19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劉永文弟兄  2/26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2 :30 7F05 吳雅莉牧師  3/12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主日 11:30 7F06 許素菲小組長  3/5 
橄欖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2:00 6F01 卓璇慧執事 4 3/12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主日 11:30 B101 蔡雅如姊妹 13 2/26 
畢契小家 每主日下午 14:00 6F04 洪婕寧姐妹 6 2/26 
新婚迦拿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3:10 7F03 邱淑貞牧師  3/19 
宗翰小組 每主日晚上 9:00 線上聚會 蔡宗翰弟兄  2/26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第七章：神是自我犧牲的 11 2/21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線上聚會 陳群鈺小組長  2/21 
安得烈小組10B 每月第 1、3 週二 19:30 6F02 詹穎雯執事  2/21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3/14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1F 長輩分享、銀髮健康操 63 2/22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1F 陳群鈺小組長 25 2/24 
K.B II 小組 每週五 10:00 2F02 陳秀惠長老 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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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3 黃瑞榮長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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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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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詩
班
樂
團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31 2/26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8 2/21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邵祥恩弟兄  2/25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弟兄  2/25 

社 
 

區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粉彩/26桌遊/22健身/51樂活183/26 2/21 
繪畫小組 週三  9：4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2/22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1 張雅琇長老 6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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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1：30 6F01 沈月蓮長老  -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 李玉華老師 15 2/24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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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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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銘益、馬茹翎 
王武聰、蕭凱文 

 

新朋友招待  張世安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墜添成  
投 影  何英德  
愛 餐 大數小組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何堅信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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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少芳 潘璦琬 李易真 
司   琴 梁恩傑 林純純  
領   詩  簡文隆  
獻   詩 任庭安 手鐘團  

禮 拜 招 待 洪國財、許信燦 
林博惠、蔡淑慧 
邱寶瑩、陳鋒駿 

陳鋒駿、陳信興 

新朋友招待 張世安 林月娥 繆芊苔 
影 音 組 長 周聰傑 
音控影像燈光 許信裕/墜添成 許信裕/墜添成 許信裕/墜添成 
投 影 孫家藟 孫家藟  
愛 餐 愛餐小組 預備組長：  恢復組長：  
禱 告 侍 奉 王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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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小 13 

2/26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3 埃及大饑荒 17 
2/26 

兒童班 主日  9：50 B2禮拜堂 尼希米(重建社會) 26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7F03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8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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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黃俊諺 楊雅淳 夏佳恩 林垠庭 蔡沛琳 楊承恩 陳昭蓉 楊雅淳 劉配君 陳錦慧 
2/26 郭昕妮 楊雅淳 張宏哲 林垠庭 楊琴朱 楊承恩 陳昂宜 楊雅淳 陳錦慧 劉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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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12                經文：約翰壹書 3:13-16 

【講道大綱】 

前言 

超越疏離的愛 

  成為上帝的兒女 

  基督肢體的連結 

  在基督裡的彼此相愛 

沒有愛的連結，無法愛 

因為開始連結，才能看見需要 

培養宣教的能力 

結語    

【金句】 
「基督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 

捨命。」。約翰一書 3:16 

【行動與問題】  

1. 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這個身分對我們來說有甚麼意義？ 

2. 我們如何培養宣教的能力？ 

3. 我願意成為支持原住民教會宣教工作的一份子嗎？(不論是願意委

身事工，或是將此列入常態代禱事項中)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跟隨基督，同行天路】 

 因為主愛，我願意 

陳光勝牧師 

 
 
 
 
 
 
 
 
 
 
 
 
 
 
 
 
 
 
 
 
 
 
 
 
 
 
 
 
 
 
 

福音週報 

2023年2月19日 

NO.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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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前，再一次邀請各位兄
姊，參加教會在週四晚上七點半的
線上禱告會，還有約翰一二三書的
聖經抄錄，並願意瞭解一下成人主
日學的課程，有機會讓我們在主裏
一起成長。 

 

前言 
 上上禮拜，延宕兩年的達比拉斯
福音隊終於順利出隊完成。在這一
個禮拜的時間裡面，同工在課程的
演練，彼此分享建立默契中，並對部
落孩子細心的陪伴裡渡過。很感謝
這些孩子，願意在年假後立即準備
好自己，付上代價，一起進入部落，
讓我們能經歷部落孩子的喜怒哀樂。
其中我也發現，我們的孩子很會煮
東西，營會前期，我們有幾餐讓同工
使用卡司爐自己煮午餐、晚餐，那個
美食的饗宴，真的令人很感動。 

 

 而我們的重點既然是為部落的孩
子辦理兒童營會，我也跟大家分享
一點營會中的事情。首先是我們一
開始跟部落聯繫的時候，為了確認
有多少孩子參加，我們來來回回聯
絡了好多次，但是一直到出發前都
還無法明確地肯定我們將面對多少
孩子。只能說一開始初估應該二十
個孩子沒有問題，當時我也就請主
憫牧師幫我協調司馬限教會的孩子
一起來參加。到了部落發現，因為剛
過完年節，許多家長已經把孩子帶
離開部落回新竹、苗栗、桃園，甚至
台北的家。所以有可能只剩下十個
孩子。不過司馬限教會的孩子，從一
開始預計八個，到最後約有 15 個孩
子前來的狀況，讓我們稍稍回到預
設的規模。不過在兒童營會要開始
的前一天，我們本來預計，低年級和

高年級來的人應該比較少，大部分
的孩子可能都是中年級的，但是當
資料更明確的時候，卻是低年級占
多數，中年級少一些的變化，讓我們
在低年級同工的配置需要做出緊急
的應變，最後營會結束，孩子們來來
去去的，我們也接待快四十個孩子，
而最後一天在現場就有三十幾個孩
子。相信有帶過類似兒童營的人就
知道，這些上上下下的數字，對同工
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不論是材料
的準備或是陪伴老師的配置，這都
挑戰著同工即時的反應。 

 

 而營會開始的當天，孩子們陸陸
續續來了，不過他們卻比較想要打
籃球。我們設計了許多比較安靜的
聖經課程，這對於平常跑跳慣的孩
子來說，真的很不容易。只是當營會
進行到第二天第三天，孩子們大多
能在靜態的課程中參與操作與討論，
在動態的活動中，盡情地玩樂，與我
們的同工更是很快地就有緊密的互
動。當中也有幾個很有趣的畫面，有
一個比較大的孩子，不知道在生甚
麼悶氣，一大早來，當我們在唱詩歌
的時候，就是完全不想理會我們的
同工，在大家要玩遊戲的時候，更是
完全不想配合。我將孩子邀請到另
一個空間休息，他的弟弟也跟出來
坐在他的旁邊。整個活動長達三十
分鐘，就看他繼續生悶氣，弟弟也不
是不想玩，只是一個兄弟義氣，願意
陪在哥哥身邊，而這個大孩子，不論
問他甚麼也不願意回答。一直到活
動結束，進入分班課程，才讓這個孩
子回到群體。這個過程中，我們接納
這個孩子的情緒，在進入分班課程
的時候，雖然在班上又出了一點與
同學紛爭的小插曲，不過在適度的
陪伴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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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展開了笑容，甚至很認真地參
與課程，於分組活動的時候，更是帶
著弟弟妹妹們闖關，成為很稱職的
小隊長。 

 

 這次的出隊，整體來說是很感恩，
也很順利的，但是在我們確定要前
往達比拉斯教會之前，這個福音隊
的開始，卻是充滿著挫折與困難的。
許多兄姊應該都還記得，幾年前，我
們曾經組成一個青少年的福音隊前
往水林教會，當時我們教會與金華
國中的服務隊模式，還是很穩定地
進行著。但是因為與金華國中合作，
我們的孩子普遍無法理解為什麼要
與這些人一起出服務隊，而從一開
始的一起參加，到最後教會的青少
年幾乎都不願意參加。當初規劃的
方向是期待透過我們與金華國中的
合作，讓我們的青年在帶領這些孩
子的時候，他們能有機會透過我們
青年的生命看見基督。而教會少契
階段青少年孩子，因著跟金華國中
孩子年齡相近的因素，希望能經由
青少年邀請對於教會有興趣的孩子
透過團契進入教會。剛開始真的吸
引了許多金華國中的孩子進入教會，
現在也的確有好幾個成為我們很重
要的同工，但是慢慢的，教會的青少
年不願意參加名為「金華國中服務
隊」的營隊，所以我便開始發想，是
否有機會重新組織這群孩子，組建
自己的福音隊呢？ 

 

 雖然過去教會有許多福音隊的經
驗，但是因為服務隊模式，改變了許
多事工的生態，於當年所發起的福
音隊，對教會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很
新的挑戰。不過因為不是以「金華國
中」為名，所以還是有許多願意加入
的孩子。而第一年，因為上帝的恩

典，也讓我們找到了整個教會同工
團隊頗為建全的水林教會，讓我們
當年的孩子，經歷了一場服事的震
撼教育。 

 

 會說是服事的震撼教育不是沒有
原因的。因為當我們的孩子浩浩蕩
蕩地前往，也準備好自己願意陪伴
當地的孩子，卻發現水林教會的同
工就像是訓練精良的士兵，雖然休
息的時候也輕鬆談話遊戲，但是在
兒童營會期間，早上的晨禱，營會中
填補事工缺口的主動，都是我們還
要學習的部分。也因為這樣，接下來
隔年，要再邀請同工就顯得困難許
多，甚至在找服務單位的時候，更是
困難重重，還記得 2019 年底，2020
年初的時候聯繫好幾個教會，他們
都剛好有已經安排好的合作，使得
我們連要出發的地點都遲遲無法確
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當我先邀請
同工的時候，我都會面臨一個挑戰，
連要去哪裡都不確定，又怎麼分享
異象、負擔與需要呢？ 

 

 直到後來聯繫主憫牧師，因為當
時他們開始在談部落重建的議題，
所以雖然他很歡迎，但是也明白地
表示，他們沒有空間接待我們，不過
鼓勵我們可以跟附近的幾個教會聯
繫，或者有機會促成一個聯合性的
合作。感謝主，我們與達比拉斯的魯
薩牧師聯繫上後，接下來的分享、場
勘，甚至許多的規劃，使得這次的福
音隊能順利完成。雖然這當中，有兩
年，都幾乎要成行了，卻因為疫情而
暫停，但是感謝主，我們與原住民弟
兄的肢體關係，正在開始建立。不過
這些事情，跟今天的經文有甚麼關
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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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疏離的愛(聖經詮釋) 

 成為上帝的兒女 

 我們進入今天的經文，約翰一書
第三章，可以看到有兩個主要段落，
第一部分是接續第二章的後面，到
第三章的第十節，談到成為上帝子
女基督的樣式，而接著第十一節開
始強調基督肢體應該要透過真實的
彼此連結與幫補，來成就上帝在我
們當中所要成全的。前面約翰秉此
著猶太人的傳統，談到「罪」這個概
念，不過約翰不是以違背律法是犯
罪來談這個主題，反而是以凡犯罪
的，就是違背律法來談這個主題，接
著他提到屬魔鬼才是犯罪的主因，
屬上帝的，就因為從上帝而生，所以
「不會犯罪」。不知道兄姊在讀這段
經文的時候，心裏是甚麼感覺，約翰
說：「因為上帝的道在凡上帝所生的
人裡面，所以從上帝所生的不會犯
罪」。那麼我們常常被情慾所干擾，
被軟弱所挾制的肉體，難道這是證
明我們乃是生於「魔鬼」嗎？當然不
是，約翰乃是使用修辭學中「強調」
的手法，來強調，人的眼目放在哪，
就是生於甚麼。簡單地說，如果說
「罪」的定義是所射的箭未中標地，
那麼罪就是眼目偏離上帝的人。而
屬上帝的人，縱使身體軟弱，但是眼
目決不偏離上帝，也不會以偏離上
帝為樂。反而當人們的眼目，偏離上
帝，約翰明確地指出，這就是犯罪
的，是屬於魔鬼的。約翰表示，凡行
不義的，不愛弟兄的就是屬魔鬼的，
接著他開始了對於肢體照顧的論述。 

 基督肢體的連結 

那麼這時候基督的肢體怎麼了呢？
關於初代基督徒的處境，我們可以
從幾篇初代的文獻中知道，基督徒

是被看成「神祕宗教」的一群人，因
為需要經歷一個特殊的神祕儀式才
能入教。而聚會結束的時候，也需要
把非入教的人員請離開，才能關門
一起用餐，其中從室內傳出的聲音，
又是喝血又是吃肉的，聽起來就很
可怕。今天我們當然知道，洗禮與守
聖餐並不是甚麼奇妙的儀式，但是
對於初代基督徒的時代，從外人來
看，這群人的行動看起來就是與眾
人格格不入。加上這群人看起來，並
沒有敬拜顯而易見的神明，行動上
很像輕視神明的一群人，也被冠上
「不敬神明」、「不愛國」的一群人。
畢竟當時的皇帝，尊重所有的宗教，
不過也同時下令，要所有的人在敬
拜自己神明的時候，要為皇帝祈禱，
而沒有神明雕像的基督徒，從外人
的眼裡看來，就是沒有宗教信仰，只
有神秘聚集的一群人。 

 

不過就這群人的生活看來，他
們冷靜自重、謙沖有禮、對伴侶忠
誠、關心窮人，即使瘟疫蔓延，也願
意照料重病患者，讓當時的人，尤其
是婦女又極為嚮往，因此常常帶來
非基督徒的攻擊，使得這時期的基
督徒，常常受到不容易有工作機會，
或莫名其妙的攻擊。事實上，即使在
今天，依然有許多家庭，因為婦女先
走入教會，而惹得家人不諒解乃至
攻擊教會的事件。 

 

約翰提醒著基督肢體，面對世
界不理解的攻擊，不在肢體內扶持
互助，就是恨弟兄，而看著弟兄陷於
困境中的人，就是不遵行律法的人。 

 

約翰壹書 3:18~21「小子們哪，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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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從此就知道
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
上帝面前可以安穩。我們的心若責
備我們，上帝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
沒有不知道的。親愛的弟兄啊，我們
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上帝
坦然無懼了。」 

他指出，當基督的肢體，真實地
彼此扶助，不只是說得一口道理，乃
是有真實的行動，與真誠的彼此對
待中，我們的心必因此坦然無懼地
來到上帝面前。就像一個為了幫助
弟弟妹妹的哥哥姐姐，他不會因為
為了幫弟弟妹妹倒牛奶撒了一桌子
而害怕，也不會因為自己想吃點零
食跟父母親討要而害怕。他更不會
因為為了幫助弟弟妹妹而害怕自己
有所缺乏。約翰壹書 3:22「我們一
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
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 

 

 在基督裡的彼此相愛 

若我們再簡化約翰的意思，約翰表
達： 

1.彼此相愛是上帝的命令 

2.彼此相愛才是真的活著 

3.主為我們捨命讓我們學會愛 

也就是說，約翰提出一個相對於過
去猶太人守全律法的概念，以「彼此
相愛」來概括上帝的命令。也提出，
只有在主裏成為肢體的眾人，才真
是從上帝而生的弟兄姊妹。事實上
耶穌在這件事情上，更是透過無罪
的捨命，讓我們這些成為弟弟妹妹
的人看見，從上帝而生的肢體，不是
過著為著自己而活的生命，乃是肢
體互相扶持的生命。 

 

沒有愛的連結，無法愛 

 前面我們談到福音隊這次到達比
拉斯教會，並開始學習連結與理解
部落的需要。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畢竟那個在苗栗山區的
地方，那個與我們生活方式有極大
差異的地方，那個生活節奏與我們
完全不同的地方，我們除了旅遊觀
光有機會接觸，我們根本「不認識」
他們。既然我們不認識他們，我們怎
麼可能愛他們？就像是，當我兩年
前開始邀請同工的時候，我連要前
往的地區都還沒確定的時候，根本
沒有人能回應我的邀請。沒有對象，
我們要去學會愛誰？要該怎麼愛？ 

 

 約翰壹書 3:16「主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
為弟兄捨命。」問題在於，我的弟兄
在哪裡？是的，教會裡面我們有許
多需要彼此扶持的兄姊，我們也當
盡力陪伴成為他們的祝福，但是我
們自詡和平教會不只是成為我們自
己的祝福，更是萬民的祝福，那麼萬
民中的弟兄在哪裡呢？ 

  

 剛剛提到經由司馬限教會的幫忙，
我們認識了達比拉斯教會，我們有
機會第一次拜訪教會的牧師魯薩牧
師。達比拉斯教會有一棟非常漂亮
的建築物，也有一片很大的廣場，為
當地培育了許多打籃球的能手。在
談話過程中，我們知道了，過去教會
也是十分地弱勢與貧乏，甚至當教
會的建築物需要更新重建的時候，
兄姊期待牧師能帶領著大家到其他
教會募款。不過魯薩牧師很有耐心
地與兄姊們建立一個信念，那就是
教會不要成為只想依靠別人幫助的
教會，乃是學習先建立自己的價值，
透過與其他教會的合作，讓教會健
壯起來。其中也讓無法在財務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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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兄姊，借由奉工的觀念，來同心建
立教會。接著教會自產樹豆、咖啡
豆，甚至一些蔬菜，慢慢地教會的兄
姊，因為這些經濟作物，開始有穩定
的收入，教會也因著兄姊不論是奉
獻或奉工，讓教會漸漸地穩健了起
來。 

 

不過談到這裡，我與同工發現，
達比拉斯教會如此健壯，需要我們
嗎？我們說要出福音隊到這裡，我
們要做甚麼呢？在與魯薩牧師的分
享中，我們意識到，雖然達比拉斯教
會是該地區相對健壯的教會，但是
也是相對腹地較大的教會，如果我
們要辦理營會活動，甚至期待聯合
當地的其他教會，在達比拉斯教會，
是很好的連結中心，也因為如此，我
們開始了第一步的連結。 

 

因為開始連結，才能看見需要 

 而當我們開始合作，有了更多聯
繫之後，我們發現，達比拉斯教會不
只是一個為了自己健壯而努力的教
會，事實上，教會的魯薩牧師也常常
為了附近弱小教會奔走，這次的營
會，扣除司馬限教會過來的孩子，還
有達比拉斯自己的孩子，大概有將
近十位是其他教會過來的孩子。而
教會前面作為籃球場的土地，其實
也因為歷史的緣由，雖然早期應該
是屬於教會的土地，但是現在的產
權卻是屬於別人的。類似這種早期
交易，卻因為產權轉移造成教會損
失的例子，在原民教會中，甚是常
見。牧師表示，目前的地主以高於原
住民土地價值三十倍以上的價錢要
賣給教會，教會就算是有足夠的現
金，也因為不願意破壞土地行情，而
寧可保持現狀。而不論是教會裡面，

或是其他弱小的教會，兄姊為了生
計常常無法穩定奉獻或聚會的情況，
牧師也透過鼓勵蔬果集合買賣結合
奉工的觀念，讓兄姊一來能維持生
計，又能穩定奉獻，甚至勞務與教會
事工結合，而得到肢體的建造和教
會的成長。 

 

我們沒有開始，根本無法看見
這些，但是當我們開始了，期待我門
能因為看見行動的價值，而願意行
動。約翰壹書 3:17「凡有世上財物
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
心，愛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
呢？」以前我們無從知道這些需要，
或者我們只能透過穩定的奉獻，期
待教會能成為需要的人的幫助。但
是所謂的「教會」是誰呢？不就是我
們弟兄姊妹所聚集的地方，所謂的
教會不就是我們嗎？當我們看見，
我們動起來，所謂的教會就動起來
了。 

  

培養宣教的能力 

不過當我們談宣教談傳福音，
而我們從小到大，受了讀書、各類能
力的訓練，對於傳福音我們只知道
很重要，卻沒有接受訓練，好像總是
哪裡怪怪的不是嗎？福音是甚麼，
是好消息，那麼對於生活經歷困境
的人來說，甚麼是好消息？透過這
次與原住民教會的合作，我發現所
謂的好消息，是我們真的願意深入
看見需要的人的需要，透過協同合
作，讓原住民教會的兄姊發展他們
的專長，而我們做我們能做的，譬如
陪伴他們的孩子，或者成為他們經
濟作物的消費者。我相信當我們有
更多的連結，我們就能有更深的配
搭，就更能知道對於我們在山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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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我們能帶來甚麼樣的好
消息。 

 

 而當我們越深地知道我們山上兄
姊的需要，我們也得更深地裝備自
己。畢竟許多時候，我們說成為別人
的陪伴，但是如果說了不適合的話，
做了不適合的行動，帶來的反而是
傷害那怎麼辦呢？去年我們有機會
請馬偕醫院的關懷團隊來我們當中，
讓我們知道，陪伴也是得好好學習
的功課。 

 

 或許許多兄姊會認為，聽牧師這
樣說是有些道理，但是自己也實在
沒有更多的時間能接受培育和訓練。
有沒有可能，最少讓我們的下一代，
生活不再只有讀書、才藝，甚至是與
這個世界的人一樣，只是為了活下
去而生活。邀請我們願意一起來陪
伴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願意穩定
地參加教會的團契、主日學，先在真
理中受造就，並在未來我們徵召福
音隊勇士的時候，願意一起來參與，
讓我們年輕的一代，不再只是聽說
宣教的重要性，更是能在年輕的時
候，經歷在不同文化中福音傳揚的
美好。  

 

 

 

結語 
 土耳其、日本與台灣都是在斷層
帶上的國家，所以常常有地震，每次
遇到極大的地震災害，總是能很快
地彼此支援，成為彼此的幫助。當這
個世界不再是只為自己活著的世界，
我們身為基督的門徒，上帝的兒女
卻沒能回應我們肢體的需要，這就

真的很奇怪了。約翰壹書 3:18~19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
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從此就知
道我們是屬真理的」。10「凡不行義
的就不屬上帝，不愛弟兄的也是如
此。」願我們在真實地經歷了基督的
愛之後，成為願意擺上自己，為基督
肢體捨命的上帝的兒女。 

 

 最後也邀請各位兄姊，福音隊的
同工預計在 2/26 主日後愛餐的時
間，在 B1 有一個喝咖啡聊福音的活
動，屆時我們福音隊的同工會泡好
咖啡，等候各位兄姊，一起來聆聽更
多福音的好消息。願我們不只是知
道福音，更是成為讓福音成為人們
生命中好消息的那一位。 

 

約翰壹書 3:16「基督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
為弟兄捨命。」願主祝福聽祂話，且
照著去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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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3年 2 月 20日至 2 月 24 日 

日期 經文 默 想 題 目 

2/20 
(一) 

創世記 
第 39章 

1.本章中約瑟的故事裡，最感動你的部分是甚麼？你
想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幫助約瑟面對這些苦難？  

2.你可曾有被誤會或是被陷害的經驗？那時你可曾
責怪上帝嗎？後來呢？ 

2/21 
(二) 

創世記 
第 40章 

1.你可曾有等候上帝回應的日子，印象中你等候最久
才收到回應的祈禱事項是什麼？   花點時間回想
這歷程，默想上帝在這過程有什麼要對你說的。 

2.細讀這段屬靈前輩金思理的話「我們要向前走。神
引導我們。雖然看不見，我們無庸懼怕，只管走。
這路途看不清楚，我也不必憂慮。我知道祂看見道
路，我們也必終久看見祂」，並作回應的禱告。 

2/22 
(三) 

創世記 
第 41章 

1.你對於埃及王重用約瑟有何看法？上帝在你身上
有賜下怎樣的恩賜？你我可以如何善加運用？ 

2.你可曾向不同族群的人分享過福音，介紹他們認識
上帝嗎？求主打開我們的眼光，看見周圍有不同族
群的人，有機會成為他們的朋友並分享。 

2/23 
(四) 

創世記 
第 42章 

1.約瑟對待哥哥們的方式，讓約瑟的哥哥們有些混
亂，為什麼？這和他們聯想起過去曾對約瑟所做的
壞事有關嗎？ 

2.在今天替自己留下一段安靜時間，讓內在的良心對
自己說話，原來有多久沒能好好靜下來聆聽這聲
音。也讓我們依靠聖靈的幫助，並為此作出回應。 

2/24 
(五) 

創世記 
第 43章 

1. 約瑟在埃及的地位，可說是僅次於法老。埃及人都
知道他的希伯來身分，你覺得他在處理希伯來家人
前來買糧的事情，會不會有顧忌或是壓力？ 

2. 一位敬拜上帝的人，其信仰也將真實反映在他的生
活態度和行為，你周圍可有這樣令你敬佩和效法的
榜樣呢？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