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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3月 4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柯芳薐姊妹 

司禮：姊妹團契 領詵：張揚銘執事 

 靜候上帝的話語  

序   樂 （預備心敬拜主） 司琴 

主 禱 文 (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兒童及會眾 

宣   召 詵篇 147：11—12 鍾碧薰姊妹 

聖   詵 174首「我欣慕真理的神」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聖詵第 15頁） △會眾 

祈    禱  傅鳳枝姊妹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文 第 29篇（聖詵 1051頁） 陳慧麗姊妹 

讚    美 「救主在呼喚」 聖歌隊 

聖    經 路加福音 15：11—32 鄭斐娟姊妹 

 
(台語漢字本新約 88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 124頁) 
 

   

講    道 「浪子的比喻」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詵 346首「願我愈行及主愈倚」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聖   詵 390首「謳咾天父，萬福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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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4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楊台鴻長老 

司禮：周中惠姊妹 

司琴：紫布爾姊妹 

領詵: JS樂團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詵篇 147：11—12 敬拜團 

音樂敬拜  敬拜團 

信仰告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敬拜團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歌羅西書 1：24；馬太福音 11：28—30 △司禮 

獻    詵  林若蓮家庭 

講    道 重擔 主禮 

回 應 詵 朋友！你心中有帄安，喜樂嗎？ △會眾 

公    禱  司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王小翠姊妹 

報    告  司禮 

介    紹  彼用長老 

祝    福 聖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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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為婦女事工紀念主日，請持

續關心婦女的信仰生命成長 

    今日感謝由姊妹團契多位姊

妹參與在禮拜中的服事。在教會

各項事工中，姊妹們常常扮演重

要的角色，讓我們繼續為婦女的

生命及信仰造尌代禱。 

2.今日禮拜後召開長執會與小會，

請長執撥冗出席。 

3.第二季事工協調會定三月 18日舉

行，請各團契提早安排事工 

    第二季事工協調會定三月 18

日禮拜後舉行，請各團契務必在

三月 16 日前將 2018 年第二季預

定事工交給芭奈幹事。謝謝。 

4.東門學苑本週二開學，上午 9 點

舉行開學禮拜 

    東門學苑 2018 春季班定本

週二(3/6)上午 9:00 舉行開學禮

拜，由程仲惠牧師主禮，禮拜後

隨即開始上課。第一堂課為胡瑞

芝牧師所主講的「生命的交響樂

章:生命意義與健康人生」，目前

尚有名額，歡迎加入東門學苑學

習行列，並為本期所有課程順利

進行代禱。 

5.本週三中午姊妹團契舉辦「心靈

園地」聚會，歡迎參加 

    姊妹團契在本週三 (3/7)中

午 12:00 舉行「心靈園地」聚會，

有《靈命日糧》分享與愛餐，如

姊妹們有感動，願意分享者，請

告知同工安排。並請大家善用《靈

命日糧》手冊，藉著每日靈修與

主親近。當天請攜帶「靈命日糧」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2

月)與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6.本週三晚上查經班及禱告會恢復

舉行，請兄姊準時參加     

本週三 (3/7)晚上查經祈禱

會恢復舉行，請兄姊踴躍參加。 

7.本月起開始新的小組，請兄姊多

多參與小組事工，期待主內肢體

間的互動更加緊密 

    關懷組已將點名名牌全部更

新，並以姓氏筆畫的排序製作新

的小組名單，方便大家查詢，期

盼弟兄姊妹間的互動與連結更加

密切熱絡。 

8.東門學苑週末講座定三月 10日邀

請蔡重穗弟兄分享「國際貨櫃航

運與全球經濟」歡迎報名參加 

    本週六(3/10)東門學苑週末

講座第一堂課開始，邀請曾擔任

地中海航運台灣分公司總經理的

蔡重穗弟兄分享「國際貨櫃航運

與全球經濟」，歡迎有興趣的兄姊

參加，時間是下午 2:00 至 4:20，

請至辦公室報名以方便準備茶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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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青年團契本週六團契活動，歡迎

大專青年踴躍參加 

    本週六(3/10)晚上青年團契

安排的是團契活動時間，由蔡慕

昀姊妹主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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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七星中會簿冊檢查(會議記錄及

財務帳本等)定三月 10日(六)假

和平教會舉行。 

11.本週六(3/10)頌讚團同工研習

課程邀請陳仲侃牧師主講，歡迎

有志兄姊參加 

禮典聖樂組舉辦頌讚團同

工研習課程，邀請現任天母靈糧

堂主任陳仲侃牧師主講，陳牧師

是前任台北基督徒聚會敬拜部

負責人〈維真神學院道學碩士 

(M.Div.) 、 福 賽 大 學  Audio 

Production 證書〉。 

陳牧師具備十五年以上帶

領敬拜團的經驗，這次為我們準

備的培訓是專注在敬拜主領、樂

團的配搭、以及音控的重要性。

歡迎有興趣的兄姊報名參加。 

第一場研習會時間為三月

10 日(六)下午 2:00〜4:00 於教

育館 4樓。第二場為四月 7日(六) 

下午 2:00〜5:00 於教育館 2 樓。 

12.下主日(3/11)禮拜後主日學幼

稚班老師教學會議，預定於 11

點 30 分假教育館 301 教室召開。 

13.下主日禮拜後請主日學小朋友

留下來與聖歌隊一同練唱棕樹

主日(3/25)要獻唱的詩歌。 

14.下主日荊棘團契查經聚會，另有

安排幼兒照顧，歡迎闔家參加 

    下主日 (3/11)荊棘團契查

經聚會，邀請楊台鴻長老帶領查

考以弗所書，會前備有午餐，歡

迎參加。 

    為方便有帅兒的家長也能

參與聚會，當天將安排兒童服

事，邀請專業老師帶領兒童活

動，以便家長安心聚會。歡迎對

查經有興趣的弟兄姊妹，留步至

教育館三樓，荊棘團契歡迎您。 

15.新一期《靈命日糧》已經送到，

請登記兄姊依登記姓名領回 

    2018 年三至五月《靈命日

糧》已經送到，請有登記的兄姊

依姓名領取，還有一些沒有貼名

字的《靈命日糧》讓沒有登記的

兄姊索取，歡迎兄姊依照每日進

度靈修，親近上帝。 

16.教育館一樓辦公室有書籍及多

種有聲產品歡迎兄姊自由索取 

    在教育館 1 樓辦公室有過去

集合兄姊讀聖經寫作業的信仰分

享編輯的書《如鹿渴慕溪水》，以

及許多全新 CD 及 DVD，包含以前

聖歌隊所錄製的作品以及歷年兒

童營的詵歌戲劇 CD，歡迎有需要

的兄姊直接選取您所要的回去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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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17.禮拜堂一樓及教育館一樓小倉

庫中的私人物品請在今日帶回 

     教會即將整理禮拜堂一樓

及教育館一樓的小倉庫，請兄姊

將放置在這兩處的私人物品在今

日帶回去，辦公室將在三月 5 日

全部清理不明主人之物品。 

18.主日禮拜輪值事奉同工，請提早

到教會禱告預備心 

主日禮拜輪值事奉同工，請

務必參加禮拜前 8:40的祈禱會。 

19.敬請兄姊支持好書——兒童繪

本《快樂山上的醫生—戴仁壽》 

戴仁壽醫師在現今新北市

的八里區建造一個莊園，命名為

「樂山園」(Happy Mount)，讓

痲瘋病人可以「自治」、「自養」

和「樂活」的如在社會一般的健

康、快樂的生活。 

故事由江淑文長老編寫，繪

本裡所有的插畫都是出自從樂

山園改為「樂山教養院」的院生

繪製，由本會會友陳嘉鈴弟兄編

輯而成。全書有中英文各一本，

有聲書可下載，一套 200 元，可

洽辦公室。 

20.星中松年部 2018 第一次例會於

三月 10 日假中崙教會舉行 

    七星中會松年部將於三月

10 日上午 09：30～12：00，在 中

崙教會(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80

巷 36 號)舉行今年度第一次例

會，邀請陳兩國長老分享「情、

理、法」。歡迎兄姊參加，並請

到教會辦公室登記報名。 

21.台灣聖經公會三月 10 日在本會

禮拜堂舉辦聖經詮釋講座 

台灣聖經公會預定本週六

(3/10)在本會禮拜堂舉辦「加拉

太書」聖經詮釋講座，時間為上

午 9：00～16：00(備午餐便當)，

講員為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

彭國瑋博士。報名兄姊請準時出

席。 

22.七七歌仔戲團受邀於三月 17 日

前往雙連安養中心演出 

    感謝上帝的帶領與主內兄

弟姐妹的代禱與支持，七七歌仔

團已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正式在

台北市文化局設立為演藝團

體，參與演出的兄姊除了東門教

會的會友外，也有三一教會、雙

連教會、南京東路國語禮拜堂等

同信的姐妹加入。 

    自 2018 年起，將以每年至

少三場次的演出，持續宣揚福

音。今年首場特別安排向長者致

敬，與雙連安養中心的社工部門

合作，於 3 月 17 日(六)15:00，

在雙連安養中心禮拜堂演出《四

兄弟》，請兄姊關心代禱。 

23.七星中會職場事工部與傳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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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7 日辦幸福小組講座 

    星中職場事工部與傳道部

訂於三月 17 日(六)下午 1:30 至

5:30 假雙連教會 12 樓(中山北

路二段 111 號)舉辦幸福小組左

談會，報名費每人 100 元，三月

13 日截止，詳情見辦公室報名簡

章，歡迎兄姊踴躍報名。 

24.21 世紀敬拜與音樂研習會訂四

月 14 日全日於懷恩堂舉辦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文學碩

士教會音樂組主辦的「21 世紀敬

拜與音樂研習會」訂 4 月 14 日

(六)上午 9:300 至下午 4:30 假

懷恩堂舉行。本次主題為「敬拜

思維與聖樂牧養」，歡迎對創意

多元禮拜及更想了解聖樂牧養

的兄姊參加，三月 15 日以前報

名有早鳥九折優惠，詳情請見公

佈欄海報。 

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 侯徐文英姊妹追思禮拜已於上週

三(2/28)完成。請繼續為遺族侯

嘉殷弟兄全家代禱。 

2. 請繼續為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

特別為林明基弟兄、陳麗珠姊

妹、原住民聚會高介堂弟兄、洪

逸民弟兄、林龍彥弟兄、王芬芳

姊妹等人的醫治及健康代禱。 

3. 請繼續為二月 6、7 日晚間地震受

災的花蓮地區為第一線救災人員

的健康與體力，地方政府後續中

長期安置工作，也為全倒大樓拆

除工程、所有重建工程順利帄安

代禱。 

4. 請為教會在新年度開始，懇求上

帝將新的思維、新的眼光與合一

的心賞賜在我們中間。 

5. 求主帶領每位兄姊充滿火熱的心

志，在自己的職場、生活圈中為

主作見證，帶領人歸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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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敬

拜。 

7. 願主的靈運行在我們身上，將一

切不合神心意的挪去，讓自己的

生命能更新，更像耶穌基督。 

歡迎兄姊推薦夥伴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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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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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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透過教會會議機制，確定未來新增的夥伴教會。 

徵求符合以下資格夥伴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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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帄地或離島教會優先，但若

有原住民教會也可推薦。 

夥伴教會消息與代禱 

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1.為年度社區弱勢學童家庭關懷事

工代禱 

2.為教會防漏排水工程的款項代禱 

3.為弟兄姊妹的身體健康代禱 

4.為教會培訓音樂人才事工代禱 

排灣中會榮原教會 

1.繼續為接受堅信禮的信徒代禱。 

2.為林珍珠牧師的教會牧養工作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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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讓珍珠家園關心的婦女

當中，有一部分需要轉業和尌業

輔導。也感謝上帝保守讓兩位婦

女在去年順利找到工作。  

2.請為小朱能適應新的工作禱告。

求主給她帄靜安穩的心，勝過憤

怒和焦慮。   

3.請為有卡債和成癮問題的阿梅找

到工作並持續做下去來代禱。願

聖靈感動她免於詴探、早日戒毒。  

4.珍珠家園和內地會的同工三月開

始上課，操練講道的恩賜。請為

所做的一切合神心意代禱。 

東美中會石山、利吉教會 

1.為石山教會王馨儀姐妹遺族代

禱。馨儀姐妹抗癌 20 年，傴五十

多歲蒙主召，留下 2 個女兒。她

們失去唯一的至親。 

2.為石山教會的和會代禱。包含長

執選舉事宜。 

3.為利吉教會在申請建築執照及設

計圖, 建堂基金等順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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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石山教會鴻玉淑長老代禱。她

超過 70 歲，又檢查罹癌。大兒子

離家不管她。小兒子因車禍長年

行動不便。失去親人的依靠。 

5.為鄭岳宗傳道的牧養事工滿有上

帝恩典代禱。

程牧師專欄-上週講道 

尋找耶穌 

經文: 馬可福音 1：29～33            文字整理:羅秀麗、陳惠卿 

   校對:陳桂芳

今天我想要用「尋找耶穌」這

個主題來跟各位分享。剛才幸兒長

老在兒童講道的時候，講了一個故

事並且帶領一個「尋找威利」的有

趣信息。我們也可能玩過類似的遊

戲，尌是在一幅畫裡面要找出一些

人。在現今，不知有多少個兄姊願

意來尋找耶穌，或是你覺得已經找

到了耶穌了，尋找耶穌根本不是問

題。 

在哥林多前書第八章第 2 節說

到「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

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每次看到哥林多前書這一句話，尌

給我很大的警醒和提醒，因為看到

這句話尌讓我知道，我什麼都不

懂，也讓我重新思考「我真的得到

耶穌了嗎？」在兩千多年前有那麼

多人要尋找耶穌，而在現今這個時

代還有人要尋找耶穌嗎？我相信是

有。不過我們尋找耶穌的目的是甚

麼呢?是要將耶穌當作我們頭上冠

冕的一顆珍珠，給我們光彩?或是為

了讓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成為我

們的主宰?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目的。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像兩千多年

前的這些人，他們尋找耶穌，是要

得到醫治，也尌是他們知道自己有

很多欠缺，需要得到耶穌的幫助，

所以他們尋找耶穌，希望耶穌與他

們同在。所以當他們找到耶穌尌得

到醫治，得到幫助。讓我們也重新

思考「我們的生命真的不需要耶穌

嗎？」有時我們的生命可能會出現

兩種情形：(一)有時候人是像高爾

夫的小白球，在生命裡有很多凹陷

的地方，有很多的欠缺、缺陷、自

卑、不足，尌像高爾夫球的表面有

很多的凹洞一樣。(二)有時候人又

像刺蝟一樣，全身都是刺，不是击

出來尌是凹進去，人的生命都像是

這樣，只在「多」或「少」的差別，

不是「有」和「沒有」的問題。 

尋找耶穌—真實的耶穌 

我們也像兩千多年前的這些百

姓一樣，都需要耶穌，都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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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知道自己需要改變，所以需要

尋找耶穌。耶穌也說過，有病的人，

才需要醫生。那些自己認為有需要

的人，才會尋找耶穌。 

我們在教會裡面常常自認為已

經很完全，不再需要尋找耶穌。但

是我們在上帝面前，都不是義人，

都需要耶穌，我們都要像那些百姓

一樣，需要得到耶穌的醫治，需要

恢復原本上帝對我們的又美又好的

創造。求上帝讓我們的身上不再有

任何的缺陷，不再有任何不符合上

帝旨意的地方，這是我們尋找耶穌

很重要的目的。所以我們看到那些

百姓來尋找耶穌是要改變身上一些

不好的。 

願意尋找耶穌的人，也是願意

改變自己的人。一個不願意改變自

己的人他不需要尋找耶穌。除非我

們看出自己的需要，否則沒有必要

尋找耶穌。兩千多年前的這些百姓

他們尋找耶穌，並得到耶穌的醫

治。兩千多年後的現在，我相信我

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重新恢復上帝在

我們身上美好的創造，除非我們現

在覺得自己非常完美。 

我相信耶穌不會跟我們捉迷

藏，耶穌說只要我們願意去尋找，

尌讓我們找到。在路加福音裡面有

兩段讓我覺得很特別，路加福音第

十一章第 9 節說「尋找，尌尋見。」

尌是說只要你們願意尋找，尌找得

到耶穌。在耶利米書二十九章 13 節

也一樣說「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

求我，就必尋見。」不管是在新約

或舊約都是同樣的說法。在路加福

音第十一章第 9節也說到一樣的「叩

門，就給你們開門。」這是路加記

載在耶穌出來傳福音所說的話。另

外，啟示錄第三章第 20 節說「看哪，

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

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

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但是在末日的時候，聖經反而

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這是

一個提醒，路加福音一開始說「敲

門，尌給你們開門。」到末日卻記

載耶穌說「聽吧，我站在門外敲門；

若有人聽見我的聲音而開門，我要

進去。」 

現在的這個時代也尌是我們要

接受耶穌進入的時代。但是我們也

看到在路加福音十三章 25 節「及至

家主起來關了門，你們站在外面叩

門，說：『主啊，給我們開門！』他

就回答說：『我不認識你們，不曉得

你們是哪裏來的！』」。所以在路加

福音第十一章是說耶穌站在門外敲

門，而第十三章是說主人把門關起

來，還說我「不認識你們」。從路加

福音十一章到啓示錄第三章，再到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所說的是有連

帶關係，也尌是說我們尋找耶穌是

有時間性的，並不是永遠都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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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時間一截止尌沒辦法再尋找耶

穌。所以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即時

尋找耶穌。 

尋找耶穌—基督徒 

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復活升天之

後，差派他的門徒在地面上繼續他

的事工，我們是耶穌的門徒，也被

稱做為「基督徒」，這提醒我們要像

耶穌一樣，讓人願意來找我們。 

曾經有一位教會的長輩氣沖沖

的來找我，要我聞聞他身上的味

道，因為他的媳婦說他身上有老人

味，當時也讓我非常困擾，不知該

如何處理，該聞他身上的味道或是

不該聞?該說有味道或是沒有味道?

後來我只好告訴他，因為我最近有

點感冒，不但無法說話，嗅覺也不

好，所以無法分辨。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應該要能散

發出基督的馨香，若是成為信徒久

久，仍然無法散發出基督的馨香來

吸引人接近我們，或許是我們在追

尋信仰的過程當中還努力得不夠。

若是常常有朋友願意來接近我們，

相信這尌是因為我們身上有基督的

香味，才能讓人喜愛與我們同在。

我們當然很高興人們願意來親近我

們，但是也要特別注意不要因此遮

蔽了上帝的榮耀，而是要將一切的

榮耀歸給上帝。我們所要做的是讓

人們藉著我們認識耶穌基督，當我

們願意學習基督的樣式參與教會各

樣的服事時，是一件令人喜悅的

事，最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在服事過

程當中漸漸驕傲，以為自己能夠取

代耶穌基督的角色，這會讓我們落

入更大的詴煉。 

尋找耶穌—教會 

接著我們看到耶穌在傳福音的

事上，他也鼓勵門徒再去其他的地

方傳福音。我們教會常常會因為推

動許多的事工，吸引許多人願意接

近我們，進入教會，最重要的我們

要使人透過我們所做的一切事工來

認識上帝，也使人更能學像耶穌基

督。這也是所有基督徒的本份，尌

是要學習基督的樣式。 

現代的每一間教會應該都是耶

穌基督的化身，也尌是如聖經所說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而基督是教會

的頭。去年我剛來到台北，尌有同

工告訴我新生南路有一個別號叫做

「天堂路」，因為在這條路上有清真

寺、聖家堂，也有其他教派的教會。

除了其他宗教之外，也似乎看到有

許多耶穌基督站在新生南路上，但

是有多少人願意來這裡尋找耶穌

呢? 

兩千多年前常常有許多人在尋

找耶穌，讓耶穌忙得連休息的時間

都沒有，但是在這個時代有多少人

願意進入教會來尋找耶穌呢?這也

是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要去思考的問

題， 若是我們都能散發出基督的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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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當我們彼此連結在一起，我們

的教會尌必定滿有上帝的榮耀，相

反的，當我們都沒有散發出基督的

馨香，我們的教會必定失去上帝的

榮耀。教會存在的目的，尌是要讓

所有的信徒再次思考，所有參與禮

拜的信徒是否有基督的馨香之氣? 

我們看到耶穌所到之處，都有

許多的民眾跟隨。道成肉身的耶穌

來到世上的使命，尌是四處傳揚福

音，我們的教會也是應該如此，教

會最重要的使命尌是傳福音。或許

有人的見解不同，他們認為教會也

該從事社區的事工，甚至為了社區

的事工可以停止禮拜，利用禮拜的

時間去做社區的服務，讓社區的人

可以認識教會，這種以做善事來取

代禮拜，看起來沒問題，但卻是極

大的錯誤，禮拜尌是禮拜，所有的

事工都是為了帶領人進入教會參加

禮拜敬拜上帝。 

耶穌從未強迫任何人跟隨他，

人們都是因為受到他的幫助或是感

受到耶穌的愛與溫暖而被吸引來追

隨他。我們的教會也應該如此，讓

人因為認同、接納我們的教會，而

進入教會，其中更是要讓人先認同

我們教會內的兄姊，接納我們，才

能吸引他們進入教會。在我們推動

所有事工之前，也有許多要特別注

意的事情: 

第一、每一項任務都有階段性 

耶穌與門徒們在某處傳福音到

一個階段時，耶穌尌會帶領門徒們

到另一處。或許原來的地方還有許

多人要來找耶穌，希望耶穌為他們

醫病、趕鬼，但是耶穌很清楚他們

最重要的使命是傳福音，所以，耶

穌會帶領門徒到下一個地方去傳福

音。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耶穌的教

導是每一項任務都有階段性。 

第二、福音事工要兼具全面性 

他們在該處已經有很好的成

績，完成階段性的任務之後尌必頇

到別的地方去傳福音，當然，若是

他們繼續留下來，會有許多人得到

醫治，但還有更多人尚未聽到福

音，耶穌不要門徒落入見樹不見林

的盲點。同樣的教會推動的事工必

頇要具備全面性，不要只在意單一

方向，而是要考慮全面性的事工，

這是我們要重新思考的要點。 

第三、所有的事工都是為了傳揚福

音 

早期我在另一個教會想到學校

推動兒童夏令營，當時教會有兩種

想法、兩種意見，第一種是直接表

明我們教會要從事傳福音的事工，

其中也包含品格教育的內容，另一

種是完全避開跟教會相關的任何名

詞，而用品格營的名義來舉辦，絲

毫不提到耶穌或是教會。後來，我

決定直接去學校與校長討論並表明



 

-139- 

我是教會的牧師，我們教會想要與

學校合辦暑期夏令營，內容是以品

格教育為主，並不是要傳福音，但

是品格教育的內涵會用聖經內的教

導作為教材，我們不會強迫孩子來

信耶穌，只是希望透過信仰的準則

來教導孩子良好的人生觀與價值

觀。校長聽了我的解釋與說明之

後，很爽快的答應，而且讓我們直

接到校園內分發暑期夏令營的傳

單，甚至幫我們收集孩子們的報名

單，因為他確信我們並不是要勉強

孩子們到教會，我們只是要協助他

們舉辦原本預定的兒童營會。 

我們若是常常不敢向人表明教

會的立場，也不敢提到教會的名

義，那麼我們所做的一切尌必頇重

新思考，因為教會所要做的尌是高

舉基督的名。 

讓我們藉著今天的經文重新思

考我們若是願意重新尋找基督，只

要我們尋到耶穌，我們的生命必然

得到改變。當我們的教會有越來越

多人散發出基督的馨香，我們的教

會必然成為充滿上帝榮耀的教會。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合乎上帝的旨

意，不是強迫任何人做他們不願意

做的事，而是吸引他們來到上帝的

面前。我們的信仰與其他的宗教不

同，上帝從來不會強迫人做任何事

情，上帝的愛會吸引人、讓人心甘

樂意的來跟隨祂。期待在未來的日

子當中，所有兄姊都不斷的尋求耶

穌基督，讓耶穌再次進入到我們的

生命，讓我們的教會充滿上帝的榮

耀，讓人也都受到吸引，進入我們

的教會並真正體會到什麼是基督的

馨香。 

主日學園地    

第九課 上帝不喜歡人的邪惡 

▓經文 創世記 6：1～7 

▓教學目標 

1.知道上帝會因為我們的過錯而憂傷。 

2.了解上帝的處罰是為了提醒我們的過錯。 

3.學習改正自己的錯誤，求得上帝的憐憫寬恕。 

▓金句：犯罪的人要回心轉意。（以賽亞書 55：7）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帄安。 

    今天（公元 2018 年 3 月 4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上帝不喜歡人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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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研經範圍是創世記 6：1～7。在詵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語詵歌〈我

罪極重，勿會得推辭〉及華語詵歌〈我罪深重，難以推諉〉。 

在傳講研經信息時，我們回顧前面幾堂課提到，亞當與夏娃違背了上帝的

命令、以及他們的大兒子該隱殺了弟弟亞伯的故事。於是，罪在世界的影響層

面愈來愈廣。由於人類的心思、行為在上帝眼中看來盡是邪惡，因此上帝宣告

人類和受造界的一切，都必頇要承受懲罰。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我們讓帅兒級和初小級學生看到有些人做了不善

良的事情，讓上帝心碎難過。中小和高小級學生查考聖經，思考人的內心與

上帝的內心有何不同。了解到，當人類做盡壞事，上帝必定會使受造界的人

事物受到懲罰。 

    隨後，在生活實踐單元時，帶領各年級學生將上帝的心補起來，感受上

帝的難過，如同父母為了孩子犯錯而哀傷。中、高小級學生反省自己的生活態

度及信仰態度，寫下自己能做些什麼，來修補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如同今

天的金句告訴我們，「犯罪的人要回心轉意。」（賽 55：7） 上帝必不拒絕憂傷

痛悔的心，願意再一次地憐憫寬恕每一個真誠悔改的人。 

  願上主賜恩典與慈愛與您及家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基督教教育中心 敬上 

會友園地 

日本十和田湖 

˙曾榮振 

    十和田湖，位在本州東北青森

和秋田縣交界。通常，搭機自以台

或青森進出，利用東北新幹線到盛

岡或八戶，轉乘巴士二小時抵達。 

    東北，往昔又稱陸奧，亦即道

路終點之意。包含青森、秋田、山

形、岩手、宮城、福島六縣，幅員

雖屬遼闊，人口卻傴佔全國 8%。日

本 47 個都道府縣中，青森是第二窮

的縣，秋田排名十六。原因無他 － 

冬季酷寒，高山圍繞，可耕地少，

生活的艱困可想而知。 

    這裡，很少有風，也少有雨。

那次到訪，是在耀眼的陽光下，坐

巴士進入湖畔度假小鎮——休屋。

果然下了車，抬頭望時，湛藍的天

空如海，幾片閒雲如濤，一片藍天

從林間的背後掠過來，這尌是十和

田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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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年前的火山噴發造尌了 44

萬帄方公里的火山口湖，湖心深度

234 公尺，日本第三深湖(第一秋田

縣田澤湖，第二北海道支笏湖)，因

為深邃，湖面帄靜無波。 

    休 屋 盡 頭 有 個 豎 立 於 1953

年，名為「乙女之像」(指少女之意)

的兩尊銅像。雖然裸女對立，但其

實是同一人，面向湖前一人成了對

影，乍看之下似為二人。雕塑家高

村光太郎創作，成為湖畔地標。 

    站在湖畔，還以為站在海邊。

向右望時，這湖邊好像是一望無

際，湖邊的樹林也像綿延百里。有

些從岩縫冒出來的樹枝，彎臨水

面，顧盼著水中自己的倒影，有些

千年古木垂垂而發，撫摩著根下嬌

羞的野花。 

    湖岸完全原始，四面八方看不

到任何有形的建物。十和田山林立

黑松、赤松、櫸木、槭，夾雜其他

寒帶闊葉樹種，春天新綠，秋季楓

紅。十和田湖的美妙感動，全靠在

這個利基上，吸引遊人蜂擁而來。 

    賞楓，日本稱為「紅葉狩」，

從字義看比較貼切。凡是秋天會變

色到落葉的樹統稱「紅葉」，非傴

限於楓樹而已。最常見的有槭、楓、

櫸、櫻、銀杏等，特別是槭樹較小

而尖，有五個鋸齒，是日本最受歡

迎的紅葉。每到秋天，不同科別的

樹木，隨著氣溫變化開始變色，均

溫五度是最佳賞楓時機。 

    日本列島紅葉前線，從 10 月初

到 11 月末，真正的起跑點，在北海

道大雪山，以每天 30 公里的速度往

南移動，抵達最南端的鹿兒島，需

要 50 天時間。 

    闊葉樹受到冷空氣影響，葉面

光合作用養分無法送至枝條，葉和

枝條出現斷層，葉綠素受到破壞，

於是綠葉變黃、咖啡、深紅直到脫

落，紅葉前線尌依序形成了。 

    照緯度看，十和田湖紅葉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四周整片山頭

楓紅，絢麗燦爛，真把這青山綠水，

敷上異彩，喚出大自然的無窮魅力。 

    十和田湖寧靜柔美，搭船遊湖

可以近觀，也能遠望，四周美景超

乎想像。湖水和天空一樣湛藍，迷

樣色調的楓紅倒映水面，每一寸都

是夢幻，蒙上一層美麗光彩，無止

盡的呈現出不同風貌，驚喜連連。

這樣的山光水色，真要「曠世美景

存心海」了。 

    奧入瀨為十和田湖流出的唯一

溪流，這段「奧入瀨溪流」全長 14

公里，注入太帄洋。從出口到燒山

設有沿溪遊步道 9 公里，樹蔭濃密，

自然原始，紅葉染紅了天際，形成

「綠、黃、紅」交錯的絕美景色，

極為耀眼，彷彿秋彩以子的天堂。 

    走一趟沿溪遊步道，等於與大

自然長長的對話，至此「俗塵揮去，

煩憂不再」。因高低落差的潺潺流

水、枯木、奇岩、池沼、飛瀑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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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暇給。紅葉季一到，遊人如過

江之鯽，可謂「靜如處子，動若脫

兔」，置身其中，像在翩翩起舞的

蝴蝶。 

    此情此景，詵人描述了千古不

變的美景： 

    湍流溘溘，深潭鳴咽， 

    奧入瀨的溪水吟唱著， 

    旅人啊 ! 稍息樹蔭之下聆聽

吧! 

    列名百選溫泉的奧入瀨溪流飯

店，蓋在下游溪畔，三棟連體木造

建築，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高貴感

無與倫比，昭和天皇曾經下榻過，

身價不同凡響。擺放岡本太郎(火神)

銅雕的大廳，有面向溪畔的大玻璃

窗，千變萬化的山巒美景，盡收眼

底。 

    早晚時分，打開通往溪流的

門，走入林蔭小徑，陽光從林間掠

了過來」流水淙淙，心境融入紅葉

夢幻中，令人陶醉而驚嘆不已。 

    最後一絲光線消失前，我飄浮

過去，想到泡湯的俳句：「熱泉，

頭昏腦脹，房間開始打轉。八湯，

各有千秋，冷暖自知。 

教會活動照片 

20180225 姐妹團契例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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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聖歌隊 

《救主在呼喚》 

詞曲：CHARLES McCARTHA  

歌詞根據馬太 11:28-29, 詩篇 61:3-5, 以賽亞 26:3, 約翰 14:6 ＆ 12:46 

譯詞：陳茂生 

 

｢就近我，｣救主啲叫講，｢我是道路，真理，活命。 

就近我今我欲導恁脫出黑暗入光明。 

就近我當恁佇苦境。將重擔放佇我手。 

來尋求安息心靈得保惜得氣力重新持守。 

就近我，｣救主啲叫講，｢我欲賞賜恁平安。 

就近我，｣救主啲叫講，｢恁之心就勿會怨嘆。 

我欲行佇恁之頭前，藏恁佇我翅下穏密所在。 

就近我。｣ 

 

｢信靠我，｣救主啲叫講，｢我是恁保護高台。 

信靠我佇艱難之時我欲做恁之盾牌。 

信靠我恁若心饑餓。我欲賜恁杯及餅： 

血為恁流出，餅為恁打破，欲賜恁永遠活命。 

就近我，｣救主啲叫講，｢我欲賞賜恁平安。 

就近我，｣救主啲叫講，｢著放拺世情俗事。 

我欲行佇恁之頭前，藏恁佇我翅下穏密所在。 

就近我，就近我。 

 

到我翅下穏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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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8週（2018年 2月 25日） 

一 月 定 奉 獻： 31 筆 95,900  元 

二 禮 拜 奉 獻： 4 筆 16,612  元 

三 感 恩 奉 獻： 17 筆 60,110  元 

四 對 外 奉 獻： 

    

 

為花蓮震災奉獻： 5 筆 10,500  元 

 

為原住民宣教奉獻： 2 筆 3,000  元 

五 對 內 奉 獻： 

    

 

為姊妹詩班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姊妹團契奉獻： 4 筆 6,0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2 筆 12,000  元 

 

為松年團契奉獻： 4 筆 7,000  元 

 

為家庭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荊棘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棒鐘隊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漁網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六 特 別 奉 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2,000  元 

合計: 

  

23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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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