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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6 月 10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蔣佳韻姊妹 

司禮：王晨旭執事 領詩：林一忻弟兄 

 靜候上帝的話語  

序   樂 （預備心敬拜主） 司琴 

主 禱 文 (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兒童及會眾 

宣   召 詩篇 115：11—13 司禮 

聖   詩 220 首「萬君的主，至聖的厝」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聖詩第 15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文 第 33 篇（聖詩 1057 頁） 司禮 

讚    美 當用全心 聖歌隊 

聖    經 馬太福音 22：34—40 司禮 

 (台語漢字本新約 28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 39 頁)  

講    道 新的誡命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581 首「救主耶穌，萬福本源」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聖   詩 387 首「榮光歸聖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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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0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李信仁傳道 

司禮：周中惠姊妹 

司琴：原住民大專 

領詩：原住民大專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115：11—13 敬拜團 

音樂敬拜  敬拜團 

信仰告白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敬拜團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馬可福音 3:20-35 △司禮 

獻    詩  烏瑪芙家庭 

講    道 在主裡，沒有距離！ 主禮 

回 應 詩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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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金生長老 

祝    福 聖詩 508 首「普天之下萬國萬民」 △會眾 

禱    告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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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18 年 6 月 10 日 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頌讚團 

頌讚上主 

1. 在這裡 

2. 愛中相遇 

3. 我們愛 

會眾 

禱    告  主禮 

報    告  主禮 

介    紹  主禮 

聖    經 馬太福音 22：34—40 主禮 

講    道 新的誡命 主禮 

禱    告  主禮 

奉    獻 我獻上感謝 會眾 

回 應 詩 愛中相遇 會眾 

祝    禱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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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今日為總會事工奉獻主日，請兄

姊共同關心代禱 

今日為總會所定「總會事工

奉獻主日」，2018-2019 年總會主

題為「相愛連結肢體，生命見證

基督」。期盼兄姊共同關心總會推

動的台灣普世論壇、高齡宣教事

工、興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

檔案館等事工的需要，透過夥伴

宣教，彼此連結，自助與互助，

建立基督的身體。 

2.今日上午 11:30 舉行第三場的頌

讚禮拜，歡迎兄姊參加。 

3.今日禮拜後召開事工協調會，請

各團契務必派代表參加，地點在

禮拜堂 5 樓。 

4.今日禮拜後荊棘團契查經聚會，

歡迎闔家參加 

荊棘團契禮拜後在教育館三

樓查經聚會，邀請楊台鴻長老帶

領查考以弗所書，會前備有午

餐，歡迎留步查考神的話語。 

為方便有幼兒的家長也能參

加聚會，聚會時會安排兒童照護

服事，以便家長安心聚會。 

5.今日禮拜後小組聚會，請以下四

組兄姊前往教育館 2 樓參加聚

會，會中邀請王晨旭執事分享健

康講座，並備有中餐，請組員踴

躍參加 

組別 組長 

第 1 組 鄭幸兒長老 

第 14 組 賴史明長老 

第 17 組 李宜樺執事 

第 20 組 張揚銘執事 

6.請兄姊關心夥伴教會的經費需

要，可指定為「弱小教會」奉獻 

目前本會共有六個福音事工

夥伴，包含位於苗栗的士林教會

( 泰雅爾 )、台中的榮原教會(排

灣)、台東的石山、利吉教會(阿

美)、位於萬華關心遊民的活水泉

教會與珍珠家園、關懷聽障者的

博愛手語教會，每週均有刊登該

福音夥伴之代禱事項，請大家多

多關心，教會早已有專屬「弱小

教會」的項目可供奉獻，奉獻時

請於奉獻袋註明；若想針對某一

夥伴有特別關心奉獻，也請註明

為該夥伴奉獻，財務組將會把該

奉獻專用於該會。 

7.七月份起每週都有頌讚禮拜，也

有兒童宗教課程歡迎闔家參加 

教會預定在七月份開始每週

舉行第三堂的頌讚禮拜，時間是

上午 11:30 至 12:30，並且在 11

點起有兒童的宗教教育「撒母耳

學校」讓 3 至 10 歲的孩子接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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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課程，地點在禮拜堂四樓，歡

迎闔家參與。 

8.七月份起每週三晚上查經祈禱會

由小組長輪流帶領詩歌經文分享 

從第三季開始每週三晚上的

查經祈禱會進行流程將稍作調整

如下: 

時間 內容 主領 

7:30-8:30 查經 程牧師 

8:30-8:35 詩歌 小組長及

團契會長

輪值 8:35-8:45 經文分享 

8:45-9:00 禱告時間 程牧師 

請各小組長於六月 17日前將

選定的詩歌與經文交給芭奈幹

事，以編輯入第三季季表中。 

9.傳道組邀請兄姊踴躍參加禱告會

盼透過禱告力量讓福音廣傳 

為鼓勵大家揪團來教會禱告

靜默，並把代禱內容可以更深入

到教會每個人的需要，傳道組發

起並獲長執同意，自七月起由各

小組長與團契會長，輪流聯絡組

員、契友或朋友，每半年一次一

起來教會禱告，不求人數多寡大

家可自由參加，只盼望透過大家

禱告的力量，讓福音廣傳。 

10.星中婦女事工部西小區聯誼會

定本週二(6/12)於本會舉辦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訂本週

二(6/12)13:30～16:00 在本教會

舉行西小區聯誼會，邀請林辰牧

師專講，主題是「Pangcah 入信奇

遇記」，歡迎踴躍參加。 

11.東門學苑春季週末講座本週六

(6/16)邀請李文雄院士專講 

本週六(6/16)下午 2 點至 4

點 20分是東門學苑週末講座最後

一場專題，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文

雄院士前來演講，主題為「人類

遺傳學簡介」，歡迎有興趣的兄姊

到辦公室報名參加。 

12.青年團契本週六(6/16)晚上六

點為「學年回顧+送舊」歡迎踴

躍參加 

青年團契本週六(6/16)晚上

六點聚會為本學年的回顧與送舊

活動。備有簡餐，歡迎有興趣的

青年踴躍參加！詳情請搜尋粉絲

專頁「台北東門青年團契 H2」！ 

13.漁網團契本週六(6/16)聚會邀

請蔡尚穎長老專講，歡迎參加 

漁網團契本週六(6/16)晚上

聚會，由蔡尚穎長老帶領主題查

經「聖經中的逃避」。舊約時代有

"逃城"可以讓百姓暫時逃避冤屈

或苦難，我們生命中有這種逃城

嗎?我們是否逃避上帝的呼召?逃

避該面對的苦難?本次聚會將由

聖經人物探討這些問題，由於正

逢端午假期，本次聚會前聚餐，

將由台南府城宅派創於 1872年的

再發號八寶海鮮肉粽，一起共度

佳節。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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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主日(6/17)台中中清教會為

建堂前來請安募款，請兄姊共同

關心 

    台中中會中清教會吳炳正牧

師預定在下主日(6/17) 為該教會

建堂事工前來請安、講道並募

款，請兄姊為中清教會的欠缺關

心代禱。 

15.下主日(6/17)家庭團契在禮拜

堂一樓舉行例會，歡迎踴躍參加 

家庭團契訂下主日(6/17)禮

拜後在教會一樓副堂舉行見證分

享活動，主題是「錢，世上的虛

擬貨幣和天上的財富」，將邀請專

業人士解析並安排會友見證，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備有午餐。 

16.以下兩筆奉獻，請匯款兄姊聯繫

教會，以早日入帳 

    教會目前還有兩筆以 ATM 轉

入教會帳戶的款項，因不知奉獻

者及用途無法入帳，請兄姊協助

認領，讓財務組可以早日入帳。

謝謝。分別如下: 

日期 帳號 金額 

1/4 004-4084942 2,500 

4/2 700-0178006 1,000 

17.2018 東門學苑秋季班開始招

生，歡迎兄姊加入學習行列 

    2018 東門學苑秋季班的課

程已經出爐，禮拜二有黃柏威長

老所主講的「從電影看家的風

景」及陳美鸞教授主講的「音樂

作品欣賞」，禮拜四有張德麟牧

師主講的「台灣教會人物對台灣

的影響」以及郭華仁教授所策劃

與主講的「植物與人生」。 

    歡迎喜愛學習的兄姊加入

東門學苑的學習行列，招生簡章

請洽一樓辦公室或連結教會網

站下載，額滿為止。 

18.請已經加入 Line@「台北東門教

會傳出去公佈欄」兄姊，協助把

教會聚會消息廣傳出去 

歡迎兄姊繼續加入傳道組所

成立的 Line@「台北東門教會傳出

去公佈欄」。每週會由陳怡如姊妹

將教會重點消息上傳，請所有加

入的兄姊協助將消息轉傳至其他

群組，成為教會網路福音事工的

夥伴!請掃描以下 QR CODE 加入。 

 

19.2018 年暑期快樂兒少營，主題

「認同這塊土地的愛」，歡迎大

家一起來幫忙宣傳 

今年度暑期快樂兒童少年營

七月 2～7 日下午 1:30～5:30，主

題為「認同這塊土地的愛」，目前

已有 91 名孩子報名，預定招收名

額限在 130 名，歡迎協助分發傳

單或是直接到教會網站(請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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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封面或封底有網址)閱覽營會

簡章，了解營會詳情! 

20.迎接暑期兒少營姊妹團契開始

整理教會儲藏空間，歡迎有志兄

姊加入服事 

感謝姊妹團契每年都擔負兒

少營會中所有餐點預備的重大事

工。目前姊契預定在六月開始陸

續整理教會儲放餐點物品的空

間，請兄姊在六月 17 日前取回個

人放置在教會儲藏室及冰箱的物

品和食品。 

六月 30 日(六)上午清潔廚

房。若清潔當日尚有留存的物品

和食品，將由姊妹團契全權處

理。另外還需徵求 5 至 7 位可加

入這項服事的姊妹，報名請洽姊

妹團契同工。謝謝合作！ 

21.姊妹團契邀請兄姊踴躍投入兒

少營備餐和清潔服事 

姊妹團契的 「兒少營事工志

願表」張貼在禮拜堂公佈欄，誠

摯邀請有志兄姊踴躍投入服事，

請在志願表填入可以參與的時

段。服事日期和時段如下：自

7/2(一) 至 7/7(週六)，每天分

為 二 個 時 段 ， 第 一 時 段

13:00-16:00 ， 第 二 時 段

15:30-18:30。歡迎兄姊踴躍加入

服事行列！ 

22.教會徵幹事 

    歡迎兄姊協助教會尋找新幹

事，負責文字及網路事工，歡迎

大學畢業，熟悉電腦操作的兄姊

應試，起薪三萬元，可將履歷資

料 交 與 教 會 辦 公 室 或 寄 至

thyoung@ntu.edu.tw。 

23.歡迎兄姊踴躍投稿週報會友園

地，分享信仰及生活見證 

週報中的會友園地非常歡迎

所有兄姊共同耕耘，舉凡信仰分

享或是讀經心得、生活見證等主

題都可以，投稿可以紙稿或是電

子檔傳到教會。電子信箱請參考

週報封面。 

24.主日禮拜輪值事奉同工，請提早

到教會禱告預備心，並為禮拜一

切順利代禱 

    主日禮拜輪值事奉同工，請

務必參加禮拜前 8:40 的祈禱會，

為當日禮拜中所有服事人員及音

響器材的正常運作禱告。 

25.總會來函邀請參加「2020 東京奧

運台灣正名」全國性公投提案連

署，歡迎兄姊踴躍響應 

總會來函鼓勵各教會參與

「2020 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全國

性公投提案連署，辦公室備有空

白連署書，歡迎兄姊踴躍參加連

署，讓我們在國際賽事上能早日

以台灣的名義加入。 

26.第 23 屆基督精兵營七月 19〜21

日假衛理福音園舉行 

歡迎國高中青年報名第 23屆

基督精兵營，主題為「聖者出任

務—挑戰自我極限，成就上帝榮

耀」，地點在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每名 2400 元，詳情見教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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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 報 名 請 洽 專 線

02-2837-8232，張姊妹。 

27.2018 聖經詮釋講座定七月 30 日

在本會舉行，提供本會 15 名免

費名額歡迎兄姊提早報名 

    由聖經公會主辦的 2018 聖

經詮釋講座在七月 30日(一)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借用本會教育

館 2 樓教室舉辦，邀請葉約翰牧

師主講，講題為「路加釋義:傳揚

改變生命與社會的福音」，此次提

供 15 位免費名額，歡迎兄姊盡早

到辦公室報名。 

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 蔡重穗長老的母親蔡李聰敏姊於

五月 31 日安息主懷，已於昨日

(6/9)下午 2:00 假高雄新興長老

教會舉行追思告別禮拜。願上帝

安慰遺族，並請兄姊關心代禱。 

2. 劉秋梓姊妹的父親日前因突然休

克送至員林基督教醫院診療，檢

查發現有嚴重腹水及呼吸困難，

請兄姊特別為他的身體能得到醫

治來禱告。 

3. 請為本週二至四(6/12—14)松年

團契花東三日遊的行程平安順利

代禱。 

4. 請為本週六、日(6/16〜17)聖歌

隊前往二林基督醫院探索謝緯牧

師巡迴醫療腳蹤並至南投教會拜

訪謝緯牧師娘及主日獻詩，請兄

姊為此次參訪的行程平安代禱。 

5. 請為每個家庭能全家歸主代禱，

願主賜我們信心和智慧，將全家

帶到主的面前。 

6. 為教會未來將成立松年事工，目

前在進行空間重新規劃，請為此

事代禱。 

7. 請為暑期兒少營的籌備事工、招

生工作及師資、各樣同工的募集

代禱。 

8. 請為徵聘新任幹事代禱，願主將

合祂心意的同工帶領與我們同心

服事。 

9. 請繼續為教會第三堂頌讚禮拜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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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求主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去看

見上帝的心意，並在凡事順服聖

靈的帶領。 

夥伴教會消息與代禱 

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1.為教會兄姊將信仰落實在生活中

代禱。 

2.為各團契事工的推動順利代禱。 

3.為教會推動健康操比賽的事工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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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青年團契即將於七月 21、22 日

前往排灣中會莎卡蘭教會聯誼交

流，目前積極練習詩歌與舞蹈的

事工代禱。 

排灣中會榮原教會 

1.為鼓勵弟兄姊妹經常研讀神的話

來禱告，目前讀詩篇，每週交每

日讀經靈修分享作業。 

2.為小組訓練課程，裝備信徒的事

工順利代禱。 

活水泉教會 

1.為活水泉教會在萬華地區的福音

事工中，繼續以神為樂，為該區

街友傳講福音。 

2.為吳得力牧師及所有同工代禱。 

珍珠家園 

1.為珍珠家園要如何應對這些新的

發展?求主耶穌顯明心意。 

東美中會石山、利吉教會 

1.為新任長老:祝夜梅、吳英蘭、王

慧珍，新任執事:王語婕、楊春花

代禱，也為長執訓練暨就任代禱。 

2.為八月 6 日到 11 日石山兒童夏令

營事工及榮星教會短宣隊同工配

搭順利來代禱。  

博愛手語教會 

1.請為今日(6/10)受洗的黃湘瑛姊

妹(來自台中烏日每週坐火車來

台北禮拜)。 

2.請為會友每日抄寫金句有恆心代

禱。 

3.請為每週二小組的讀經禱告，6

月 12 日起將讀《士師記》。 

4.請為 6 月 24 日主日講道及培靈會

的講員孫寶玲牧師及手語翻譯代

禱。 

5.請為台灣手語聖經翻譯事工順利

完成代禱。  

上週講道-程仲惠牧師 

傳承信仰 

經文: 申命記 6：4〜9                文字整理:林士文、林仁惠

我們都有責任傳承信仰 

《申命記》第 6 章 4～9 節對我

們在家庭信仰教育上，有很好的提

醒。教會週報的代禱事項中，有一

項是為每個家庭能全家歸主禱告。

因為縱使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也並

非每個成員理當都是基督徒，所以

我們要為這件事禱告。又如主日學

的孩子們，再過五年、十年後，他

們還會繼續留在教會嗎？再試想從

小在教會長大的青年，有多少人後

來就離開教會，沒有再回來？所

以，我們要更加努力，懇求上帝為

我們開路。因為將信仰傳承下去，

是上帝交代給我們的使命。 

當上帝創造亞當和夏娃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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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望的，就是藉由這個家庭來傳

承敬虔的後代。不僅如此，上帝對

於祂所揀選的第一個家庭──亞伯

拉罕的家庭，也是這麼說的：「我眷

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

的眷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

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

（創 18：19）不論是《創世記》中

的第一個家庭，還是上帝所揀選的

第一個家庭，上帝都顯明祂的旨

意，期望這個家庭將信仰傳承下

去。所以，作為基督徒，我們同樣

也承接了這個責任。從今天的經

文，我們可以分成兩大部分來看： 

一、信仰是我們留給下一代最大的

祝福（4～6 節） 

第 4 節一開始就說：「以色列

啊，你要聽！」聽甚麼？聽接下來

上帝所要說的話。我們會將甚麼傳

給下一代？如果有很多錢，下一代

就會變成富二代；如果當官，下一

代就會變成官二代。那麼，我們有

沒有把信仰傳下去，讓我們的下一

代變成「信二代」？這是一個新名

詞，我們是否有用心栽培下一代成

為信仰的第二代？ 

很多時候，傳承是一件很自然

的事，就像孩子會遺傳父母的外貌

和個性，靈性也同樣會遺傳。上帝

對父母的祝福和詛咒，同樣會遺傳

到兒孫身上，這是從舊約到新約都

可清楚看見的事。除非我們願意活

在耶穌基督裡，才能成為重生的新

人，將好的繼續傳下去，讓壞的終

止在我們這一代。 

留給下一代最大的祝福是甚

麼？或許有人會說是金湯匙；但最

大的祝福應該是讓孩子一生都能活

在上帝滿有恩典的帶領中。上帝的

保守是直接從天上來，父母只能陪

伴孩子一段時間，不可能一輩子守

在身邊。可以陪伴我們兒孫一生

的，只有上帝，所以將信仰傳承下

去，才是給我們後代的最大祝福。 

今天的經文是高齡一百二十歲

的摩西在完成他使命的最後階段，

向以色列百姓所說的話。他勸告百

姓要一生敬畏獨一的上帝，且要盡

心、盡性、盡力愛上帝。同樣的，

後來接續摩西位置的約書亞，當他

走到人生尾端，即將結束他的服事

時，也對以色列百姓說：「至於我和

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

24：15）從摩西到約書亞，都不斷

交代上帝的百姓要堅守信仰。所

以，我們在信仰傳承這件事上，應

該要準備好自己，讓自己成為一個

願意傳承的人。那麼，我們要傳承

甚麼呢？ 

第一項是第 4 節所說的：「耶和

華－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現在時

代不同，我們不敢開口告訴別人，

要得救只有相信耶穌基督。因為這

話一出口，攻擊就會從四面八方而

來，讓我們難以回應。但是，真理

就是真理，持守對真理的追求，面

對周遭的責難，也是在考驗我們自

己的信仰。我們願意將獨一真神上

帝的名傳給我們的孩子嗎？《詩篇》

第 16 篇 4 節說：「以別神代替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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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若不

希望孩子受到這樣的苦楚，就要讓

他敬拜獨一的上帝，別讓其他事物

取代了他生命中上帝的位置。 

第二項是第 5 節所說的：「你要

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上帝。」這也是耶穌在《新的誡命》

中提到的第一條誡命。「盡心」是以

完全的忠心和誠實來愛上帝。如果

我們帶著虛假的態度來到上帝面

前，如果我們到教會來是為了社交

等其他目的，那就不是盡心。我們

來作禮拜，就是要用完全的忠心和

誠實來敬拜上帝。「盡性」是投入全

部的情感來愛上帝。好比說，初談

戀愛時，只要一天沒和愛人說話就

會有失落感，覺得日子難熬，吃不

下也睡不著。我們可用這樣的感覺

來衡量自己對上帝的愛。沒有任何

一件事物可以取代上帝，這就是盡

性愛上帝。「盡力」是用所有的力氣

來愛上帝。獻上我們可用的時間、

精力和金錢，供上帝使用。不是要

用光我們所擁有的，而是盡我們所

能的來服事上帝。 

不妨試問自己是否有將這三種

愛上帝的心，傳承給我們的下一

代？而當我們在教導孩子前，更要

先問問自己：「我有沒有以身作

則？」只有自己先如此愛上帝，才

有可能將這樣的心志傳承下去。所

以，我們必須學習先將自己準備好。 

二、看重家庭中的信仰教育（7～9

節） 

有人認為只要讓孩子來上主日

學，長大後讓他參加團契、主日禮

拜、查經班和祈禱會，這樣就好。

不過，最重要的是，別把這個責任

全推給教會。信仰是家庭教育的一

部分，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有較

多的時間和孩子相處，我們就有這

個責任將信仰傳承下去。那麼，我

們該如何去做傳承的工作呢？ 

(1) 言教 

第 7 節給我們很好的提醒：「言

教」。用話語有系統地傳達給孩子，

幫助孩子理解這個信仰，讓孩子清

楚了解我們的上帝是一位甚麼樣的

上帝，清楚知道耶穌基督所建立的

教會是一種甚麼樣的信仰團體。家

庭中的信仰教育是一段很重要的過

程，就像保羅對提摩太說：「想到你

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

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裡的，我

深信也在你的心裡。」（提後 1：5）

提摩太的信仰是由他外祖母羅以和

他母親友妮基一脈相傳下來，所以

身為第三代基督徒的提摩太，仍然

如此忠心牧養教會，成為一位愛主

的人。如果羅以和友妮基認為信仰

是個人自由選擇而採取放任教育，

今天或許就沒有保羅寫給提摩太的

這封書信了。 

當然，教會對於信仰教育也須

負起責任。在我之前服事的教會，

有位青年是在朋友的帶領下來到教

會，他的家人都未信主。這位青年

從參加團契開始，進而參加華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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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慢慢認識信仰。他剛來教會時，

總是出言不遜，以致有人建議請他

離開。這段期間，教會因為他的存

在很難熬，但三年後，教會得到很

大的安慰。因為他不再口出穢言，

並且從一位叛逆的孩子，變成順

服、聽話的孩子。他高中畢業那一

年來找我，跟我說：「牧師，我畢業

後要直接去當職業軍人。」我問他

為何要選擇這條辛苦又沒人想走的

路？他說：「要幫助家裡的經濟。」

從他的回答中，可看見上帝在他身

上作工，改變他甚多。所以，教會

也不能免除「言教」這個關鍵的責

任。 

(2) 身教 

接著，第 8 節則說到「身教」。

經文強調要有一個良好典範，也就

是父母必須先自己實踐，然後才要

求孩子照做。如果我們希望孩子一

生倚靠上帝，就要帶領他們一起禱

告。如果我們想讓孩子明白即便在

人生的黑暗時期，上帝也會陪伴我

們走過，就要帶領他們一起讀聖

經，讓上帝的話語深植他們心中。

如果我們要讓孩子知道他們是上帝

的兒女，就要帶領他們每個主日一

起來教會作禮拜，認識天父上帝。 

當然，做父母的也會有跌倒的

時候，因為我們不是聖人、不是完

全的人。但我們是否願意在上帝面

前認罪，甚至在孩子面前向上帝懺

悔認罪？當孩子看見父母是願意認

罪的人，往後自己犯錯，他們也會

願意懺悔。一個人不願意認罪，就

無法得到上帝的帶領。如同掃羅沒

有認罪，所以失去上帝的帶領；而

大衛願意認罪，就得到上帝的赦

免。我們帶領孩子走信仰的路，只

是陪他們走前面一小段，接下來就

得靠他們自己跟上帝一起走。 

(3) 物教 

最後，第 9 節告訴我們「物教」

的重要性，也就是利用物品來教導

孩子。人常需要透過外在事物來得

到提醒。好比說，許多基督徒家庭

會掛十字架，或是寫有「基督是我

家之主」的匾額等。 

我小時候住在花蓮偏鄉地區，

記得每逢選舉總有人公然賣票，挨

家挨戶發錢，然後要求住戶投票給

某某候選人。當發錢的人來到我

家，我媽媽往往只是不發一語地指

了指客廳牆上的耶穌圖像。對方一

看，沒說甚麼就離開了，因為他清

楚知道那圖像所代表的意思。 

我們可以透過一項物品來提醒

自己的信仰。無論是家裡擺放十字

架，還是作禮拜時自備聖詩聖經，

都是一種提醒。《約書亞記》第 4 章

2～7 節描述以色列人過約旦河時，

上帝阻斷大水。上帝要約書亞吩咐

以色列百姓，十二支族都要派一個

人，從河底取一塊石頭扛在肩上，

過河後將石頭堆立在岸邊。日後，

當子孫問起：「這些石頭是甚麼意

思？」就可以提醒他們，以色列人

曾走過沒有水的約旦河河床，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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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約旦河乾涸，這些石頭就是從約

旦河床取來的。像這樣，藉由一項

物品引起問題，然後透過這個問

題，給予孩子信仰教育。 

早期我在牧會時，常舉辦聖別

禮拜。聖別禮拜除了把神祖牌、偶

像清走外，一定還會在清空的位置

上再放個擺設，有時是十字架，有

時是經文匾額。我會事先去那個家

庭探訪，看看家裡環境適合擺放甚

麼。如果沒有擺放物品取代原先的

神祖牌和偶像，屋主的心靈上會覺

得有些空虛。若有新的擺設，他的

心便會安定下來。例如，看到十字

架就想到：「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

不是神明的孩子了。」看到「基督

是我家之主」的匾額就想到：「我們

家現在是上帝作主，不是神明作主

了。」 

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有太多

東西需要提醒。透過今天的經文，

期望我們可以再次思考：今日，上

帝要進入我們每個人的家庭，我們

是否願意迎接上帝進來，和我們的

家人認識呢？

主日學園地  

第十一課  約瑟人生的轉折 

▓經文 創世記 39：6～23；41：37～46 

▓教學目標 

1.教導學生知道生活中有諸多誘惑。 

2.依靠上主，以信仰的教導來分辨誘惑。 

3. 引導學生，在每日的禱告中，求上主賜分辨誘惑的智慧與拒絕誘惑的勇氣。 

▓金句：上主看顧忠信子民的腳步。（撒母耳記上 2：9a）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公元 2018 年 6 月 10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約瑟人生的轉折」，

在傳講研經信息時，透過今天的故事，我們看見了約瑟對上帝的忠心，他確信

不論現在過得是否順心如意，上帝必與他同在。我們讓學生知道，當我們對上

帝忠心、誠實坦率，就可以像約瑟一樣，即使在人生看似不順利的轉折當中，

仍然有上帝的保守與賜福。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我們透過圖畫向幼兒級學生說明今天的信息故

事，利用紙偶換裝的方式，讓初小級學生講述今天的故事。透過查考聖經，讓

中小級和高小級的學生回答圖表的問題，畫出約瑟人生的雲霄飛車軌道，使學

生明白，約瑟深信不論自己是否過得順心如意，上帝必定與他同在，更因為有

上帝的同在，即便受到委屈、被陷害關進牢裡，約瑟也從不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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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在生活實踐單元時，教導幼兒級和初小級學生明白在不同的情境

中，我們都有不同的陪伴者在照顧我們。學習約瑟，過著信靠上帝、敬拜上帝

的生活。告訴學生，上帝看顧忠信子民的腳步。（撒母耳記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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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的使者(1) 
▓劉漢鼎   

「使我作你(上帝)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喜樂。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之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聖法蘭西斯祈禱文 

前言 

    去年(2017)六月，我與和信駐

台東的護理師雅欣和佩玲一同受

邀，前往東排灣中會做分享。我們

在達仁長老教會，與東排中會的許

多長老執事談我們如何分別受召來

到台東，又如何從無到有，在台東

基督教醫院建立起癌症及安寧照護

團隊。會中也談到台東癌症醫療未

來的展望。會後反應相當熱烈，讓

我們受到很大的激勵。隔了幾天，

有一位長老打電話來，提到她想將

在外地治療惡性腦瘤的女兒轉回台

東，改由我們團隊來進行照護。當

時因為女孩仍在積極治療中，我們

請媽媽準備資料，好一起研究看看

如何幫女孩的忙。 

    2017 年 8 月，女孩從外地轉回

台東大武，由媽媽照顧，在家中突

然發生嘔吐和意識昏迷，被送來台

東基督教醫院的急診。原來女孩得

的是惡性腦瘤中最難纏的多形性膠

質 母 細 胞 瘤 (Glioblastoma 

multiforme)，雖曾經歷過手術切

除，放射治療，化學治療和標靶藥

物治療等，腫瘤依舊在左腦復發，

影響了女孩的語言和右側肢體的活

動功能。這次來急診，則是因腫瘤

惡化水腫引發的典型腦壓過高症

狀，女孩陷入完全昏迷的狀態中。

我在看過女孩的狀況後，就直接告

訴媽媽女孩的病情相當不樂觀，她

已經接受過幾乎所有可行的治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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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腫瘤仍然惡化，如今若是腦壓

持續升高，一旦發生大腦脫垂壓迫

到腦幹，女孩很快就會離開我們。

媽媽心中雖然相當不捨，卻也做好

了心理準備。我們讓女孩住院，並

給她施打降腦壓藥物，原本估計也

許只有幾天的時間，就讓女孩在昏

睡中安靜走完最後一程。沒想到奇

蹟出現，女孩逐漸恢復意識，開始

會用簡單的語言來跟人對談，還表

現出原本調皮的個性，常常逗人哈

哈大笑。兩個多禮拜後順利出院。 

    還記得女孩第一次回來門診

時，雅欣推著他坐著輪椅，很開心

地和我打招呼，恢復的狀況出奇的

好。也許我當時對女孩的恢復過於

樂觀，想快點將類固醇減量，以減

少長期使用的副作用。結果幾天後

又在急診處見到女孩，同樣又是腦

壓過高的情況。這次我學乖了，步

步為營來幫女孩調整類固醇劑量，

很幸運的是女孩也再次恢復意識，

順利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 

    因為女孩的行動不便，家裡離

醫院又遠(約一個多小時車程)，我

們決定幫女孩安排居家安寧療護，

由護理師雅欣定期前往探視，讓女

孩不必再受舟車勞頓之苦。女孩回

到家中，平常只能臥床，玩玩手機，

有狀況時他會用手機連絡媽媽，在

附近工作的媽媽隨時可以就近幫

她。由於女孩必須長期服用類固醇

來控制腦壓，食慾變得超好，好像

永遠都吃不飽。再加上平常在家沒

有太多娛樂，「吃」就成了女孩最重

要的慰藉。她最愛麥香魚堡，每次

雅欣和志工去探望她時，她一定會

問有沒有帶…(我最愛吃的)？。她

的床邊永遠都放著足量的麥香紅茶

和各種小點心。當然，她的體重也

逐日增加。我們知道女孩愛吃的幾

乎都是所謂的高熱量的垃圾食物，

對健康並不好，但想到她是癌症的

末期病患，剝奪了她吃的樂趣，剩

下的日子恐怕會很難過，所以也就

順著她。還好女孩的家人也並不在

意她的愛吃，看著她吃得津津有

味，我們也很開心。(待續) 

2018 年每週讀經進度 
△06/10（日）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使徒行傳 25：13-27 

△06/11（一）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使徒行傳 26：1-18 

△06/12（二）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使徒行傳 26：19-32 

△06/13（三）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使徒行傳 27：1-12 

△06/14（四）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使徒行傳 27：13-38 

△06/15（五）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使徒行傳 27：39-28：15 

△06/16（六）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使徒行傳 28：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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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照片 

 

2018/6/3(日) 下午兩點管風琴與棒鐘的音樂盛宴所有演出同工合照！ 

讚美：聖歌隊《當用全心》 
曲：JOSEPH M. MARTIN 

詞：J. PAUL WILLIAMS 根據林前 13 章 1-13 節 ＆ 馬太 22 章 36-40 節 

臺語譯詞：陳茂生 

願我會愈愛祢；我主基督。跪落祈禱謙卑求你賜福。 

我心懇求無離；愈久會愈愛祢。 

會愈愛祢，會愈愛祢！ 

著來專心愛主你之上帝，恁著盡心，恁著盡意，恁著盡力。 

著來全心愛主你之上帝， 

恁著盡心，恁著盡意。著全心愛上帝。 

趁主之指示，咱著學愛之款式。 

這愛之律例天頂地下攏勿會比。 

著愛厝邊，親像愛自己。 

咱知這是主命令，主恩典，完全之愛。 

照如此行！來，恁著全心來愛主。 

愛是忍耐。是慈悲。愛是無誇口，勿會粗魯。 

愛勿會驕傲總是常常謙卑。主之愛佇真理歡喜。 

著來全心愛主你之上帝，恁著盡心，恁著盡意。恁著盡力。 

著來全心愛主你之上帝， 

恁著盡心，恁著盡意。盡性來愛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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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主之指示，咱著學愛之款式。 

這愛之律例天頂地下攏勿會比。 

著愛厝邊。親像愛自己。 

咱知這是主命令，主恩典，完全之愛。 

照如此行！來，恁著全心來愛主。 

我心懇求無離；愈久會愈愛祢； 

全心全意，會愈愛祢！會愈愛祢！會愈愛祢！ 

奉獻報告 
●第 22週（2018年 6月 3日） 

一 月 定 奉 獻： 62 筆 269,300  元 

二 禮 拜 奉 獻： 5 筆 18,793  元 

三 感 恩 奉 獻： 20 筆 62,000  元 

 

慈 善 奉 獻： 1 筆 4,000  元 

四 對 外 奉 獻： 

    

 

為大安福音隊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玉山神學院奉獻： 16 筆 37,400  元 

 

為台東癌症醫療事工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1 筆 2,660  元 

五 對 內 奉 獻： 

    

 

為少年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兒童主日學奉獻： 2 筆 6,000  元 

 

為姊妹詩班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姊妹團契奉獻： 2 筆 2,0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3 筆 7,000  元 

 

為家庭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松年團契奉獻： 3 筆 3,000  元 

 

為男聲詩班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棒鐘隊奉獻： 1 筆 5,000  元 

合計: 
  

438,1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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