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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1月 14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鄭正人牧師 司琴：陳美鸞姊妹 

司禮：蔡尚穎長老 領詩：張紀盈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語  

序   樂 （預備心敬拜主） 司琴 

宣   召 詩篇 29：1—2 司禮 

聖   詩 29首「啥人創造天及地？」 兒童及會眾 

主 禱 文 (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兒童及會眾 

兒童講道  林揚志長老 

聖   詩 29首「啥人創造天及地？」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文 第 9篇（聖詩 1011頁） 會眾 

聖   詩 18首「我心謳咾上帝」 會眾 

聖    經 撒母耳記下 12：15b—25 司禮 

 
(台語漢字本舊約 340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舊約 372頁) 
 

讚    美 「到主面前」 聖歌隊 

講    道 「改變」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 應 詩 195首「我的心是土地」（第 3節） 會眾 

信仰告白 新的誡命（聖詩第 12頁） △會眾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373首「救主耶穌，我立志」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頌   榮 397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會眾 

祝   禱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殿    樂  司琴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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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1月 14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禮：達米弟兄 

司琴：紫布爾姊妹 

領詩: 恩  樂執事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29：1—2 司禮 

音樂敬拜  敬拜團 

 恭受上帝的話語  

信仰告白 新的誡命 △司禮 

聖    餐 主，袮身體為我受傷破裂 主禮 

聖    經 尼希米 1：1—11 △司禮 

獻    詩  大專 

講    道 神所喜悅的禱告 主禮 

回 應 詩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會眾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高賀子姊妹 

報    告  司禮 

介    紹  彼用長老 

祝    福 聖詩 509首「讚美天父萬福本源」 △會眾 

禱    告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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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為聖經紀念主日，歡迎鄭正

人牧師講道 

    今日為聖經紀念主日，歡迎

鄭正人牧師蒞臨講道，請兄姊關

心代禱。願上帝賜福鄭牧師全

家。在禮拜堂一樓聖經展售有優

惠，歡迎選購支持。     

    程牧師今日至原住民聚會

主禮聖餐禮拜。 

2. 禮拜後荊棘團契查經聚會於教

育館 3 樓歡迎親子一同參加 

    本週（1/14）主日後荊棘團

契有查經聚會，由台鴻長老帶領

查考以弗所書。備有午餐以及兒

童服事，歡迎親子一起參與，一

起讀聖經，分享從聖經中領受的

智慧。地點在教育館 3 樓。 

3. 禮拜後舉行影音事工研討會 

    主日禮拜後，於教育館二樓

召開影音事工研討會，請音控同

工撥冗參加，備有午餐。 

4. 本會計劃 2018 年度新增一間夥

伴教會，歡迎兄姊推薦 

    本會計劃在 2018 年度增加

夥伴教會至五間，在台灣不同地

方一同傳揚福音。請兄姊於 3 月

31 日以前，向牧師、傳道組組長

蔡尚穎、或傳道組同工提出推薦

名單，本會將透過教會議會機

制，確定未來新增夥伴教會。若

具有以下特色之教會歡迎推

薦:(1)陪餐人數 50 人以下的教

會，且目前有傳道人牧會；(2)

該傳道人有意願繼續在該教會

長期牧養；(3)該教會也願意支

持牧師；(4)因目前夥伴教會兩

間均為原住民教會，會以平地或

離島教會優先，但若有原住民教

會也可推薦。 

5. 2017 年度個人奉獻彙計表已公

布，請盡快查核 

    2017 年度個人奉獻彙計表

已經張貼在公布欄，請大家盡早

前去核對自己的奉獻資料，若同

一家人要合併奉獻或有任何問

題請洽芭奈幹事。 

6. 2018 年度奉獻袋已經放置到個

人信箱，請多加利用 

    新年度的個人奉獻袋已經

完成並放入個人的信箱中，請兄

姊多多利用作為關心教會事工

的各項奉獻，若沒有收到，請向

辦公室申請。 

7. 請踴躍參加 2018 年度禮拜三查

經祈禱會 

    新一年的查經祈禱會已經

從上週三開始，晚上 7:30〜8:30

由程仲惠牧師帶領查考路加福

音，8:30〜8:35 休息 5 分鐘，

8:35〜 9:00 是分享及禱告時

間，地點在禮拜堂一樓教室，歡

迎兄姊踴躍參加。 



 

-25- 

8. 各團契請在今日提交 2017 年度所

有資料作為和會手冊編輯之用 

    請各團契在下主日 (1/14)

前提出 2017 年度事工報告、照

片及 2018 年度計畫，會計收支

部分則可在 1 月 21 日前補入。 

9. 下主日(1/21)教會團契檢帳，各

團契、詩班及事工小組請完成收

支會計報告，繳交辦公室。 

    為了如期完成 2017 年度教

會事工報告書(和會手冊)，請各

團契在今日完成並交至辦公室。 

10. 2017年度會員和會 2月 11日召開 

    本會定 2018 年 2 月 11 日召

開 2017 年度會員和會，請兄姊

為所有事前的預備能順利代禱。     

11.教會網站會友相簿，預定將 70

週年特刊中的照片放入網站，若

不想放入，請洽辦公室 

    教會網站在活動剪影部分

增加會友相簿，目前計畫將 70

週年特刊中的照片放入相簿

中，若兄姊不同意放入者，請洽

辦公室，也歡迎兄姊提供最新的

家庭照片，1 月 19 日前截止，歡

迎兄姊連結教會網站，網址為

http://www.eastgate.org.tw/。 

12.禮典聖樂組舉辦頌讚團同工研

習課程，歡迎有志兄姊參加 

    禮 典 聖 樂 組 訂 於 本 週 六

(1/20)與 2 月 3 日下午 2:00〜

4:00 在教育館二、三樓辦理頌讚

團同工研習課程。師資團隊有凌

國周老師(臺灣第一位獲得爵士

樂演奏碩士的鼓手，也是具有專

業非洲手鼓與中東手鼓演奏知

識與技巧的演奏家，現任臺北市

立 交 響 樂 團 打 擊 樂 演 奏 團

員。)、張四維老師(鋼琴)和黎

致宇老師(電 Bass)，歡迎有志於

頌讚團服事的會友至辦公室報

名參加。 

13.本週六青年團契聚會主題為「我

的咕嘰咕嘰」歡迎青年參加 

    本週六 (1/20)青年團契聚

會主題為「我的咕嘰咕嘰」，將

由就讀臺藝大古蹟修護系的鄭

琦分享廟宇裝飾的傳統技法，如

何從民間師徒制走到學制持續

薪火相傳，帶你一窺木雕、寺廟

彩繪、交趾陶與剪黏藝術的百年

傳藝。歡迎大專青年參加！詳情

可查詢粉絲專頁，FB 搜尋『台北

東門青年團契 H2』。 

14.本週六漁網團契邀請張斐儀牧

師娘談「生命的高牆」 

    漁網團契本週六 (1/20)聚

會邀請張斐儀牧師娘談「生命的

高牆」，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晚

上 6 點起，備有簡餐。 

15.徵求主日講道打字同工，協助將

程牧師講道化為文字刊登週報 

http://www.eastgat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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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起計畫將主日禮拜

中程牧師講道放在牧師專欄

中，需要擅長打字的兄姊協助聽

打程牧師講道內容，可以在家中

完成文字檔，教會將提供麥克風

以用語音輸入法進行講道數位

化作業，歡迎願意獻工的兄姊與

陳惠卿幹事聯繫。 

16.下主日頌讚禮拜歡迎兄姊參加 

    下主日(1/21)頌讚禮拜(華

語)由蔡尚穎長老主禮，證道題

目為「我要能看見」，地點在禮

拜堂 5 樓，歡迎兄姊參加。 

17.松年團契下主日例會，歡迎兄姊

踴躍參加 

    松年團契將於下主日(1/21)

禮拜後舉行一月份例會,邀請台

大土木工程系陳清泉教授分享

「教會建築美學」，歡迎兄姊踴

躍參加)。 

18.2018 東門學苑春季週末講座招

生中，歡迎兄姊報名 

     2018 年東門學苑春季週末

講座將從 3 月 10 日起每隔週週

六下午 2:00〜4:20 邀請各領域

專家學者專講，內容精彩，歡迎

兄姊報名參加，招生簡章可洽辦

公室或是可直接掃描週報封底

QR code 連結教會網站下載。 

19.2018 年第一季《新眼光讀經》讀

本已送到，歡迎兄姊索閱 

    新年度第一季新眼光讀經

讀本已經送達，主題為「永恆的

眼光」，可做為每日讀經靈修、

家庭禮拜之參考書籍，歡迎兄姊

踴躍到辦公室索閱，作為個人靈

修教材。 

20.少年團契寒假生活營預定 2 月 3

〜4 日舉辦，歡迎參加 

    少年團契同工已經將寒假

生活營的行程規劃完成，歡迎

國、高中青年參加，報名簡章請

洽禮拜堂一樓辦公室。 

21.手抄聖經空白稿紙歡迎兄姊索取 

    目前教會尚有手抄聖經專

用的空白稿紙約 1000 張，歡迎

兄姊帶回去家中使用，可直接到

教育館 1 樓辦公室索取，索完為

止。 

22.2017 年度週報裝訂可送到教會 

    想要將 2017 年度週報裝訂

成冊收藏的兄姊可將所有收集

的週報依照日期先後，並分上半

年度及下半年度順序整理後送

到教會，請務必在封面寫上您的

姓名以便發回給您。 

23.週報會友園地歡迎兄姊投稿 

    週報會友園地歡迎兄姊投

稿，分享個人的信仰生活見證，

投稿可用手寫稿，或是以電子檔

傳到 eastgate@cm1.hinet.net。 

24.主日禮拜輪值事奉同工，請提早

到教會禱告預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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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輪值事奉同工，請

務必參加禮拜前 8:40的祈禱會。 

25.本會少契許立憫和楊雪洋雙小

號演出，歡迎兄姊聆賞 

    下主日(1/21)下午 3:00 有

雙小號音樂會，由本會少契許立

憫同學(許昱寰執事長子)和楊

雪洋同學聯合演出，歡迎兄姊聆

賞，地點在禮拜堂二樓，會後備

有餐點交誼。 

26.七星中會議會明日舉行請代禱 

    七星中會訂明日 (1/15)上

午 10:00 舉行 67 屆第二次會

議，地點在台北馬偕醫院九樓第

一講堂，請代禱。 

27.下主日(1/21)為國內外宣道奉

獻主日，請兄姊一起關心，奉獻

並代禱。     

28.真理大學徵求校長，歡迎兄姊推

薦 

    隸屬長老教會的真理大學

公開徵求校長，遴選相關資料和

表格可連結「真理大學校長遴選

專區」網頁，並在 2 月 25 日前

將校長推薦表及相關資料送達

真理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29.總會事務所徵求以下同工 

1．英文文編 (資訊中心，辦公

地點：台北市) 

2．網頁美編 (資訊中心，辦公

地點：台北市) 

3．籌備處主任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歷史檔案館，辦公地點：台

南市)  

    意 者 請 上 總 會 網 站 首 頁

http://www.pct.org.tw「誠徵

同工」區塊。 

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 請為日前(1/6)在家中跌倒，頭部

受傷的鍾炎姊代禱，求上帝看顧

她早日復原。 

2. 請為黃如璧姊與上週五(1/12)在

榮民醫院接受手術後的復原順利

代禱。 

3. 簡瑞玲姊妹的母親簡玉愛姊妹於

上週五(1/12)下午 2:10 安息主

懷，享年 101 歲，願慈悲的上帝

親自安慰瑞玲姊全家。 

4. 請為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特別

為吳鳳珠姊妹、洪逸民弟兄、林

龍彥弟兄、葉守命弟兄、詹勳能

先生、王芬芳姊妹等人的醫治及

健康代禱。 

5. 台北教育電台 12 月 29 日專訪張

紀盈長老的節目，可在教會網站

首頁線上收聽，歡迎兄姊上網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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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為教會中的每個家庭祈求，願

主帶領每個家庭都能全家歸主。 

7. 請為教會規劃成立第三堂頌讚禮

拜祈求，願主藉著不同的禮拜方

式讓我們得著許多的百姓。 

8. 請為教會在新的年度開始，將新

的思維、新的眼光賞賜在我們中

間。 

夥伴教會消息與代禱 

泰雅中會士林教會 

1.為教會廚房的整理修建事工順利

代禱。 

2.為教會推動人人服事，讀寫聖經

計畫代禱。 

3.為剛受洗的兄姊代禱，願主祝福

他們的家庭，堅固他們的信仰。 

排灣中會榮原教會 

1. 請為今日舉辦的門徒訓練代禱。 

2. 為製作和會手冊及編排新的事

工。 

活水泉教會 

1.為活水泉教會眾人在「祂代替我

受罰」的福音中，繼續以神為樂，

在萬華的街友當中傳講福音。 

2.為吳得力牧師及所有同工代禱。 

珍珠家園 

1.為 1 月的所有事工活動代禱。 

2.為所有同工的心靈都剛強代禱。 

3.為計畫成立的姊妹之家能找到地

點及價位都合宜之處。 

程牧師專欄-上週講道 

建造神的殿 

經文: 馬太福音 16:13〜19         

    各位兄姊，大家平安!今天是

2018 年第一個主日，我想用「建造

上帝的殿」為主題與大家分享。在

昨天的長執研習會中，討論確認出

未來四年教會的異象，就是我們要

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我們將會以

各樣的方式來宣教。我們會藉著松

年的事工及頌讚禮拜的進行再加上

尋找夥伴教會一起服事的過程來將

耶穌基督的名傳播出去。 

    在昨天的研習會中，每一位長

執同工都很熱心參與並提供自己的

看法，在這樣的過程，讓我們看到

教會逐漸的建造起來。從今天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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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讓我們看見一個教會應有的

權柄和能力到底在哪裡?教會的權

柄與能力並不是根據教會在這地面

上或社區有多少影響力來判斷，而

是看這教會在上帝面前是否領受到

屬靈的能力和權柄。剛才讀到的經

文提到在地上綑綁的，在天上也要

遭綑綁，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

要得到釋放，從這樣的記載中讓我

們看到這才是一個教會該有的方向

及追求的目標。今日，我們的教會

就是要在眾人面前高舉耶穌基督的

名。 

    但是，提到建造教會，我們經

常會把教會稱為「聖殿」，一提到聖

殿，又會讓我們聯想到聖殿的前

身，也就是「會幕」，而會幕的前身

就是「祭壇」。在亞伯拉罕的時代，

我們看到他一生兩個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遷移他的帳篷，每到一個地方

就建造一個祭壇敬拜上帝。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時期，上帝的

百姓都會在所居住之處建造一個祭

壇，或一個敬拜上帝的地方，在敬

拜的地方，獻上對上帝的敬拜和感

謝。 

    從早期亞伯拉罕的祭壇，還有

摩西時期的會幕，接著所羅門的聖

殿，到今日新約時期教會的建立，

這些過程雖經過歷史的演變，但其

中的意義卻從未改變。 

    在今日我們應該建造的是甚麼

樣的教會？在此我想用這段經文與

各位兄姊分享，在這新的一年，甚

至接下來的四年內，我們要建造三

種聖殿： 

    第一個是有形的聖殿。我們看

到摩西在出埃及後在西奈山領受上

帝的十條誡命、條例與規矩時，他

也領受了上帝交辦建造會幕的事，

他們離開埃及三個月後到達西奈山 

(出 19:1)，並開始建造會幕，然後

於離開埃及一年後就將會幕建造完

成。也許有人認為只用九個月就完

成會幕是有一點倉促，但是如果有

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恩典，時間

就不是問題。在那過程中最令人感

動的一句話是記載「凡心裏受感和

甘心樂意的都拿禮物來獻給耶和

華，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

建造會幕一切的需要都由百姓所奉

獻。會幕的建造需要許多的東西，

百姓都送禮物來奉獻也是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這些百姓願意接受上

帝的感動，願意接受上帝的啟示，

獻上自己所有的給上帝用。 

    接著，我們看所羅門建造聖

殿，在他之前就有大衛王用了國家

的力量，準備了很多材料，甚至後

來大衛王因為愛慕上帝的殿，還為

了聖殿的需要將他個人所積蓄的金

銀財寶額外奉獻出來作為蓋聖殿之

用，而且他還鼓勵百姓，將自己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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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耶和華上帝，因此，大家都誠心

樂意獻給上帝。 

    在建造聖殿時是說「誠心、樂

意」；建造會幕時說「甘心、樂意」

這都表示大家為了建造上帝的殿而

歡喜獻出的。在這些建造的過程

中，物資提供當然很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我們看到百姓的甘心樂意奉

獻的心志。 

    昨天長執會也有提到，我們在

上帝的面前，我們教會為了未來宣

教的需要，以及松年及青年事工的

需要，我們的空間可能要重新規

劃，包括禮拜的場地，還有松年事

工所需要的空間格局。我們今年開

始有分為八組，每組有推一位代表

來共同商量做空間規畫。這是一個

有形的聖殿的建造，這需要眾人的

共同投入，也需要眾人的奉獻。這

不是一個人有能力做到的，而是要

大家的力量共同完成，因為教會是

屬於大家的，這個教會也是上帝

的。當我們這樣建造獻給上帝時，

這會是上帝所歡喜的。這是一個有

形的聖殿的建造。 

    第二就是無形的聖殿的建造。

若有人問說：東門教會在哪裡？我

們可能會回答說：在仁愛路二段 76

號，但我們東門教會如果搬遷到另

外一個地方來聚會，教會又換了一

個地址，那麼我們的教會在哪裡?所

以教會不是以地址來定義。教會應

該是以一個組織，信仰團體來稱

呼，東門教會指的是每一個弟兄姊

妹，我們這個敬拜上帝的團體，就

是我們的教會。這個教會就是個無

形的聖殿，也是我們未來四年所要

建造的很重要的目標。我們看見建

造會幕大約花了一年時間，所羅門

建造聖殿花了七年時間，要建造這

些有形的聖殿、會幕，全看我們要

建造什麼樣的規模，總是會有完成

的一天。但是無形的聖殿，建造多

久才能完成?這個無形的聖殿要怎

樣建造，才可以合乎上帝的旨意?聖

經記載早期的會幕和所羅門建的聖

殿，都是上帝直接告訴他們要怎樣

來建造，用什麼樣的尺寸，所以我

們看見所有的聖工都有上帝的旨意

在其中。如今，我們要建造一個無

形的聖殿，也是要照著上帝的旨意

來建造。 

    我們看見所羅門王的聖殿建造

完成後，當約櫃運入聖殿之後，雲

充滿了聖殿，下一節更記載上帝的

榮光也充滿了在聖殿裡面。連祭司

也無法站立在裡面來服事。同樣的

描寫，推到先前，會幕的時代也一

樣，上帝的榮光充滿在會幕裡面。

每次看到會幕和聖殿建造完成後，

上帝的榮光就充滿在裡面，會給我

們一個很大的期待，是否我們的教

會也能充滿上帝的榮光?屬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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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否也能充滿屬天的榮光?願我

們東門教會，甚至每一間教會都應

該充滿上帝的榮光，這是每一間教

會裡面，每一位兄弟姊妹，要去努

力的方向。 

    教會是個怎樣的教會，不是人

去想像，而是上帝去設計，照著上

帝的旨意去完成，教會要怎樣完成?

不是一年，或是七年就能完成，一

個教會的完成，是要一代又一代、

面對不同時代的挑戰、面對不同世

代的迷惑而仍然不斷建造。這個無

形聖殿的建造是沒有時間的限制，

是沒有休息的時刻，這無形的聖殿

是要持續的建造，一直延續下去。 

    今天我們站在一個非常重要的

時刻，我們要從早前信仰前輩接手

管理這個教會，我們要面對未來，

我們的教會也要在這裡繼續建造，

要將上帝的名高舉在東門這個地

方，我們有沒有照著上帝的旨意來

完成?就像剛剛所說，教會要建造在

磐石上面，這個磐石就是耶穌基

督，在教會裡面沒有任何人的名可

以代替教會。在昨天的長執研習會

之前有個開會禮拜，我提出一個問

題，提到一間教會你會想到什麼?說

到雙連教會，可能會讓人想到三芝

安養中心，提到靈糧堂，會想到他

們的敬拜讚美，如果提到我過去服

事的南投教會，有人會想到是「長

愛幼兒園」，如果提到台北東門教

會，我們會想到人？還是想到事？

還是想到這是上帝所在之處?就像

耶穌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他

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

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裏的

一位。」但主又問他們說：「你們說

我是誰？」今天我們也要問：人家

怎麼看東門教會 ?那是他人的眼

光，但是我們要怎麼看我們自己的

教會?從現在開始，我們要自己來建

造，這也是我們未來四年非常重要

的方向。 

    再來，第三種就是個人屬靈的

殿。也是未來四年所要建造的，也

是屬於無形的聖殿。因為在哥林多

前書第三章有提到：我們就是聖靈

的殿，上帝的靈要住在我們裡面；

如果有人要毀壞上帝的殿，上帝也

要毀壞那個人。在未來四年裡，每

位弟兄姊妹都要建造自己，因為上

帝的靈要住在我們裡面。耶穌道成

肉身來到世間，他曾進入上帝的聖

殿裡面，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就是潔淨聖殿！在未來的四

年，我們也要求上帝差派耶穌基督

進入我們的生命。聖誕節剛過，期

盼耶穌基督再一次降生在我們的生

命中，潔淨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有

新的開始、新的理念、新的思維能

合乎上帝的旨意。當我們可以把我

們肉體的聖殿建造完成後，才能讓

上帝來差用。今天這個聖靈的殿，

就是代表一個無形的教會，而這是

一個什麼樣的教會?這個無形的教

會有什麼樣的特質?也會影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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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教會的觀感，彼此之間都有

連帶關係。因此，在未來四年中間，

我們每位弟兄姊妹都要開始建造，

建造自己，建造我們的聖殿，透過

共同的建造，我們互相連結，藉由

上帝建造為一個良善又美好的教

會。然後，我們的教會將成為一個

聖潔又充滿上帝榮光的教會。今

日，上帝的榮光，不是我們說有就

有，而是要來自上帝，這也是我們

在未來四年，一起努力很重要的方

向。聖殿建造後，最重要是要做什

麼呢？聖殿建造的目標，就是讓人

進入，可以見到上帝。在我們未來

的四年內，我們的聖殿若建造完

成，每一位進入我們教會的人，將

在這裡見到上帝。 

    在昨天的長執研習會中，我也

與大家分享，今天上帝非常願意將

得救的人數加添在每一間教會。不

過，重點不是在上帝沒有加添人數

給我們，而是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

自己。教會是不是也在上帝面前預

備好，將自己建造完成?如果我們已

經建造完成，上帝一定將得救的人

數加給我們；若我們還沒建造好自

己，上帝即使將人帶到我們教會

裡，但那人無法得到幫助，他只會

離上帝更遠。所以，今天我們要深

深思考，就是在未來四年中，我們

要一步一步來建造、完成。盼在未

來四年，雖不像所羅門王是以七年

的時間來建造有形聖殿，但我們能

在四年間，建造一個蒙上帝喜悅而

充滿上帝榮耀的教會。   

主日學園地    

第二課 上帝是創造主 

▓經文 創世記 1：1；2：1〜4；以賽亞書 40：28 

▓教學目標 

1.知道上帝是自有永有的創造主。 

2.明白上帝藉由聖靈，透過聖經，向人見證他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 

3.相信上帝仍持續進行他奇妙的創造。 

▓金句:太初，上帝創造天地。（創世記 1：1）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公元 2018 年 1 月 14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上帝是創造主」，

研經範圍是創世記 1：1；2 創造的上帝〉及華語詩歌〈真主上帝造天地〉在傳

講研經信息時，提：1〜4；以賽亞書 40：28。在詩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

台語詩歌〈創造的上帝〉及華語詩歌〈真主上帝造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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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講研經信息時，提到上帝僅僅花了 6 天就能創造天地，或許在人類

有限的智識下覺得奧妙難解，但是我們提醒學生，創世記的作者在這裡用「天」

這個時間單位，是以譬喻的方式，來表達上帝花了一段時間進行創造的工作，

並且上帝是有秩序、有計畫地創造了宇宙萬物，而非隨意、偶然地創造世界。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我們帶領各級學生去觀看、體會上帝這位造物主創

造宇宙萬物的用心，思考上帝對人類的計畫和應許是什麼，我們與上帝又有什麼

樣的關係？每當我們讀今天的金句，「太初，上帝創造天地。」（創世記 1：1）

就是我們願意一次又一次用敬畏的心翻開聖經，認識我們造物主的珍貴時刻。 

    隨後，在生活實踐單元時，我們帶領幼兒級〜中小級學生彩繪地球，認

識上帝創造的世界，了解到我們生長的環境台灣也是上帝精心的創造，在高年

級的部分，帶領學生了解人類從古至今對世界的認識是如何演變的，並邀請學

生分享自己對世界觀的演進有什麼想法。 

    願上帝幫助我們，繼續認識、相信他是創造主。當我們越認識這位創造

宇宙萬物的上帝，就越能走在他的旨意與道路上，得著永恆的生命。 

以馬內利！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基督教教育中心 敬上 

教會事工照片 

2018/1/7教會贈禮給屆齡退休周永祥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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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活動照片 

2017/12/21東門學苑秋季班結業禮拜後全體師生合照 

會友園地 

無比甘甜的平安—聖誕詩歌見證會分享 

․郭世鼎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站在這裡，並不是為了讓

別人看見自己、也不是為了要講述

因為信了上帝就功成名就的奇幻故

事，站在這𥚃單純是為了要真誠樸

實地，大聲與諸位分享一個真正的

好消息，一個我親身經歷，藉著親

近上帝、仰望信靠祂，而得著釋放

與救贖的奇妙歷程。 

    三十多年前，我在讀大學時，

受洗成為基督徒；但是在信仰上我

並不認真，也未曾努力追尋，於是

我仍然受世界的牽引，並且以其中

的價值觀為我努力奮鬥的目標。 

    我很努力、很辛苦，但事實上

就是汲汲營營；伴隨而來的見獵心

喜、患得患失、比較競爭、嫉妒羨

慕、貪求圖謀，都一步步地主宰我

的心情與思緒。 

    我常覺得抑鬱疲憊，也時時覺

得自卑，或感到被錯待；但是有的

時候，卻又自以爲成就了一些事

情，是因為自己的努力與聰明才

智，因而自高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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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盪在狂喜與悲苦的這兩極之

中，我放手讓世界，其實是撒旦，

來主導我的生命；光鮮亮麗的表

面、看似完美的社會地位，以及得

體應對的個人形象，完全無助於撫

慰醫治我內心的殘破。心𥚃的孤

獨，與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讓很 

high 的歌曲、哀傷的音樂、讓酒精、

讓吶喊嘶吼、讓整夜不眠，成為我

想逃脫的出口，卻終究深陷其中的

泥淖。 

    主是愛，祂給我自由選擇的權

利，在我走向歧路而迷失的日子

裡，主卻未曾放棄過我，藉著互相

效力的萬物、藉著看似痛苦損失的

失敗與挫折，祂牽引著我一步一步

地走回祂的家。 

    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第五、六節

記載：「我兒，要留心主的管教，

不要因他的責備而灰心；因為主管

教他所愛的每一個人，鞭打他所收

納的每一個兒子。」 

    苦難是「包裝的禮物」，因著

苦難我走到人的盡頭，完全無法靠

自己、父母、家人、財富、聰明才

智、社會地位、人脈關係，來終結

苦難時，我才發現這竟是上帝的開

端；走在一個深邃看不到盡頭亮光

的黑暗隧道中，我感受到主的慈

愛，他背起我這個離家的浪子，撫

平我所有的傷口，醫治我的心、並

且使它柔軟。 

    走在我生命的曠野中時，我常

想著，在苦難終結走出曠野時，我

一定要馬上衝到教堂，在這支透出

光明的十字架下，跪地流淚，向我

心愛的父神，禱告傾訴。 

    走了好久好久，當那一天到來

之時，其實並沒有戲劇化的那一幕

出現；我有流淚，但滿心的感謝與

平安已經足夠，其實父神一直在我

身旁。 

    看到世界中與我有相同遭遇，

卻還不認識主耶穌的人們，我感到

可憐；因為深深了解那種苦，我珍

惜與主同行的幸福、平安與喜樂，

更堅定為主做工，為祂傳福音。 

    您是否嚐過這樣平安、甘甜的

生命滋味？只有唯一的一條道路，

可以帶您領略，就是認識這位上帝。 

    教會是熱烘烘的火爐，我們都

是其中一顆一顆紅通通的煤球，把

任何一顆煤球拿出火爐，它很快地

就熄滅暗淡，唯有每一顆煤球緊緊

地擠在火爐當中，我們才能一直發

光發熱。 

    信仰是一道窄門，只有藉著禮

拜、團契、讀經、禱告、謙卑、仰

望、信靠，我們才有機會見識到那

至高的榮美。 

    我衷心地希望邀請諸位，來認

識這位天父，來享受這無比甘甜的

平安，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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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一個十年：繼續順服，學習謙卑 

․王晨旭   

   今天(2017/12/31)是個難忘的

日子，上帝的再一次呼召，人生的

另一個起點。昨晚選定了就任時的

衣著，今天早上出門前老婆大人提

醒下突然發現，這套保存如新還算

合身的黑色西裝，上次穿著的日子

竟然已經是十八年前，女兒們未曾

謀面的祖父，我的父親告別式那一

天。 

    當年，我正預備結婚但專業證

照十幾次考不上，弟神學院未畢

業，妹繼續國外求學超過十年，優

秀傑出的父親在家中多年巨大經濟

需求下身體狀況急遽惡化。在病榻

上最後幾天，他曾抱著我們痛哭，

擔心孩子們的未來。他蒙主恩召那

天，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無助

渺小。 

    感謝主，祂在過去近二十年的

時間，默默地持續帶領我們這一

家，學習面對所有的挑戰，靈命也

漸漸地增長。第一個十年，母親手

術順利，身體勇健；弟已獻身教會，

家庭和樂；妹海外工作，升遷順利。

上帝也讓我事業穩定，家庭平安。 

    但第二個十年，自己心底依然

尚有對不起上帝，未全心全意順服

的愧疚。當年，為父親舉辦告別式，

為我主持婚禮的盧牧師，在八年前

的新任長執選舉前夕詢問我，願不

願意與上帝同工？還清楚記得，這

通電話在遙遠的巴拉圭任務路途上

偶然接通，無知幼稚的我，以世俗

的工作負擔為由，選擇了如同約拿

的初次決定，逃避面對上帝的召

喚。對盧牧師的抱歉，難以言喻。 

這八年下來，家庭及工作上的

諸多磨練，上主讓我不斷體認到自

己才學有限，謙卑不足。正繼續學

習將重擔交託時，又再次收到上主

的呼召。那天，收到程牧師來電，

小會的再次推薦讓我滿心感激，當

下自己的立即反應卻又是另一次的

拒絕推託。但掛下電話，回想這幾

年在工作家庭、學業進修、國際醫

療等等的許多風雨挑戰，無一不都

是在上主的悉心看顧下平安度過。 

    禱告兩天後，決定學習約拿要

求水手們將自己投入大海，接受小

會的提名，真正學習完全的交託。

直至今日，接受教會的任命，我依

然還在繼續學習謙卑的順服。感謝

上主，或許，未來的日子裡還將會

有許多鯨魚吞吐，還會有許多昆蟲

與蓖麻樹。雖然目前的我，靈命有

限，依然常常得罪上主，但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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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會持續帶領我們全家、看顧所

有一切，往下一個十年，直至永遠。

阿們！ 

讚美：聖歌隊《到主面前》  

詞曲：JOSEPH M. MARTIN  編曲：JOSEPH M. MARTIN ＆ BRAD NIX 

譯詞：汪師伃 

全地大聲讚美主，來發出榮耀音樂聲。 

吟好聽之歌敬拜主。到祂座前出歡喜之聲！ 

 

著唱歌來到祂之面前，快樂吟講。 

哈利路亞！對主讚美唱歌。 

著唱歌來到祂之面前，快樂吟講。 

哈利路亞！對主讚美唱歌。 

歡喜唱歌讚美主。今咱著來慶賀。 

對主出聲讚美，大聲出力讚美，清早著起來唱歌！ 

歡喜讚美唱歌。歡喜讚美唱歌！ 

 

恁著知主是上帝。祂之憐憫直到萬代，愛疼永勿會失敗。 

恁著知主是上帝，祂之憐憫直到萬代，祂國權欲徛在。 

因為主獨獨受尊敬，祂之道就是至聖。 

祂之信實傳揚到萬國萬邦，傳到萬世代。祂之愛到永永遠遠！ 

 

著唱歌來到祂之面前，快樂吟講。吟講，｢哈利路亞。｣ 

著唱歌來到祂之面前，快樂吟講。吟講，｢哈利路亞。｣ 

 

著快樂！來唱歌！快樂唱歌！ 

 

著唱歌來到祂之面前，快樂吟講。哈利路亞！對主讚美唱歌。 

著唱歌來到祂之面前，快樂吟講。哈利路亞！對主讚美唱歌。 

快樂讚美唱歌！ 

快樂唱歌！快樂唱歌！快樂唱歌！ 

195首 我的心是土地(第 3節) 
主的道是真理，欲長大佇心裡； 

時常勉勵教示，行踏合主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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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1週（2018年 1月 7日） 

一 月 定 奉 獻： 49 筆 179,900  元 

二 禮 拜 奉 獻： 5 筆 19,723  元 

三 感 恩 奉 獻： 17 筆 62,900  元 

四 對 外 奉 獻： 

    

 

為士林教會奉獻： 1 筆 15,000  元 

五 對 內 奉 獻： 

    

 

為姊妹詩班奉獻： 3 筆 13,000  元 

 

為姊妹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松年團契奉獻： 2 筆 3,000  元 

六 特 別 奉 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2,000  元 

合計: 

  

296,523  元 

======================================================================= 

◎為教會奉獻台幣、美金奉獻帳戶 

教會抬頭、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統一編號：05351010 

（EAST-GATE PRESBYTERIAN CHURCH,TAIPEI） 

教會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2段 76號（76, SEC. 2, JEN-AI ROAD, TAIPEI, TAIWAN） 

銀行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2段 16號（16, SEC. 2, JEN-AI ROAD, TAIPEI, TAIWAN）   

銀行：上海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SWIFT CODE: SCSBTWTP024）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 BANK, LTD, JEN-AI BRANCH) 

上海商銀代碼：011  

台幣奉獻帳號：24102000006942    美金奉獻帳號：24108000029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