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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9 月 9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吳信蒼牧師 司琴：王愛惠姊妹 

司禮：賴史明長老 領詵：蔡重穗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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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14 司禮 

聖   詵 533 首「我真愛講這故事」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上帝十條誡（聖詵第 11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文 第 54 篇（聖詵 1097 頁） 司禮 

讚    美 如果我能唱  手語詵班 

聖    經 羅馬書 10：14—18、以賽亞書 29：18 上 司禮 

 (台語漢字本新約第 180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第 245 頁)  

講    道 向聾人傳福音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詵 547 首「求主導我及祢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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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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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原住民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9 月 9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禮：恩樂執事 

司琴：邵曼牧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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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14 敬拜團 

音樂敬拜  敬拜團 

信仰告白  上帝十條誡 △敬拜團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餐  聖詵 219 首「主，祢身體為我受傷破裂」 主禮 

聖    經 約翰福音 13:1—17 △司禮 

獻    詵  弟兄團契 

講    道 彼此洗腳 主禮 

回 應 詵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會眾 

公    禱  司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方蘭馨姊妹 

報    告  司禮 

介    紹  馬金生長老 

祝    福 聖詵 509 首「讚美天父萬福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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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  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器皿頌讚團 

頌讚上主 

1.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2. 與你更靠近 

3. 愛中相遇 

會眾 

禱    告  主禮 

報    告  主禮 

介紹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聖    經 約翰福音 13：1—17 主禮 

講    道 彼此洗腳 主禮 

禱    告  主禮 

回 應 詵 一生愛你 會眾 

祝    禱  主禮 

 



-745- 

 

教會消息 

1. 博愛手語教會來訪，感謝吳信

蒼牧師的證道及詩班獻詩 

歡迎博愛手語教會來訪，感

謝吳信蒼牧師證道及手語詵班

獻詵。適逢今年新使者的聖誕特

刊四篇文章中，有吳信蒼牧師的

一篇信仰見證，週報夾送聖誕特

刊，送每位會友一人一份，一來

是對東門和手語教會建立夥伴

教會的支持，再來是感謝會友對

聖誕特刊監獄事工的支持。 

2. 禮拜後於禮拜堂後面召開小組

長會議敬請各小組長撥空出席 

3. 漁網團契於 9/15 由蔡尚穎長老

以「聖經中的小女子」主題，和

大家一起來認識聖經中女豪傑。 

漁網團契本週六 (9/15)聚

會邀請蔡尚穎長老談「聖經中的

小女子」，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晚上 6 點起，備有簡餐。 

4. 荊棘團契今日(9/9)台語禮拜後

有聚會，邀請弟兄姊妹參加 

本週荊棘團契聚會邀請陳

立威執事專講，主題為「親子目

睭病」，地點在教育館三樓，專

講於 12：30 分開始(用餐時間

11:15 開始)，並備有兒童服事

歡迎有小朋友的家長參與。 

5. 荊棘團契下主日 (9/16)台語禮

拜後有聚會，邀請弟兄姊妹參加 

下週荊棘團契聚會邀請郭

世鼎執事專講，主題為「基督徒

與金錢」，地點在教育館三樓，

歡迎有興趣的會友於禮拜後留

下來參加。 

6. 歡迎介紹學青、社青參加本會周

六晚上團契聚會。 

「青年團契」是以年齡層

30 歲以下，適學青年或剛畢業

之社會新鮮人為主，每週六晚上

7 點起聚會。「漁網團契」則是

以社會青年為主，兩週聚會一

次，以每月第一、三、五次週六，

6 點 30 分起聚會，兩個團契聚

會前 30 分鐘均備有愛餐。若有

認識的年輕人，在台北求學與就

職， 

歡 迎 介 紹 他 們 來 參 加 團

契，可先直接與團契會長聯絡，

青 年 團 契 會 長 葉 東 碩

0975119197，漁網團契會長洪斌

凱 0982696783。 

7. 敬請支持 2018 聖誕特刊監獄事

工 

2018 聖誕特刊「讓相遇成

為美好」，採用桌曆形式，內有

四篇真實故事，還有安慰鼓勵的

每月經文以及 2019 年的月曆。

以人與人、人與土地相遇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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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從這些看似平凡卻帶著生命

的故事中，我們能看到上帝不在

遠方，他就在我們當中，與我們

同工、一起經歷生命中每一場相

遇，也因為有上帝的同在，使我

們在人世的每一場相遇都成美

好。 《新使者》持續將聖誕特

刊送到監獄，將福音透過聖誕特

刊傳給受刑人。今年將送往 10

間監獄: 桃園、台中、高雄等女

子監獄，台中監獄與苗栗和台北

等看守所、彰化、雲林、雲林第

二和高雄第二等四處監獄，預計

送出 2 萬份，所需經費 80 萬元，

《新使者》聖誕特刊非常需要弟

兄姊妹的支持，每份四十元，以

十本一單位計，有感動的兄姊，

可於辦公室登記。 

8. 有小兒之家長歡迎參加頌讚禮

拜 

傳道組呼籲，本會撒母耳學

校之開辦，本意完全是為了有小

兒 之 父 母 可 專 心 參 加 頌 讚 禮

拜，因此家長帶小兒至主堂四樓

教室後，歡迎立即前來參加頌讚

禮拜，因四樓教室與樓梯間空間

有限，家長逗留會造成緊急疏散

安全疑慮，請家長們盡量配合。 

9. 第三堂頌讚禮拜有兒童信仰課

程「撒母耳學校」，讓有幼童的

家長可安心參與禮拜 

第三堂頌讚禮拜及撒母耳

學校的建立，感謝熱心事奉同工

們的同心協力，頌讚禮拜帶領更

多兄姊藉著不同禮拜方式領受

同心敬拜。 

請學童家長於上午 11:20

前送到禮拜堂四樓教室，即可安

心到二樓參與 11:30 的頌讚禮

拜，12:30 時由老師帶到一樓副

堂和家長們共餐聯誼！ 

10. 東門插花班即將開課 

莊黃芳美長老邀請會友來

學插花，小原流花藝是以花材表

現自然意境，展現出秀麗典雅之

美，一學期 8 堂課花材費 2400，

只收花材費不收學費，每周一下

午 1 點 30 分上課，九月 17 開

課，有意願者請向辦公室幹事或

莊黃芳美長老報名。 

11. 召募福音文宣發送同工，歡迎教

會兄姊齊來加入「馬路福音隊」 

傳道組為加強青、少年事

工，讓更多本會附近青年學生進

入教會，已製作由鄭琦與青契設

計之聚會訊息的便條貼文宣。目

前計畫以「定時定點」和「揪團

自行發送」兩種方式，和牧師或

三五好友在附近學校宿舍門口

發放該文宣，並可延續至日後在

社區發送耕心福音單張。 

因此，教會將成立「馬路福

音隊」，傳福音又走路運動，歡

迎兄姊向牧師或教會辦公室報

名，預定九月開學後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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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松年團契訂於 9 月 16 日舉行例

會，邀請中崙教會陳兩國長老專

講「情理法」 

松年團契訂於 9 月 16 日主

日禮拜後舉行例會，邀請中崙教

會陳兩國長老專講「情理法」，

陳長老曾任宅配通總經理，是企

管專家，經常受邀演講。此次演

講 他 將 以 過 去 累 積 的 人 生 經

驗，精闢剖析為人處事的情理

法，內容精彩又幽默，歡迎會友

踴躍參加。 

地點:教育館 2 樓 

13. 本週六 (9/15)青年團器具會內

容為「火鍋吧!暑期分享」 

大學開學第一週，邀請契友

團員吃火鍋，同時分享暑假期間

發生的趣事 !歡迎大一新生 /碩

班新生及大專青年踴躍參加，詳

情請查詢粉絲專頁:台北東門教

會青年團契 H2。 

14. 輪值茶餅會的小組，請記得在茶

餅會結束後，協助將桌椅排成愛

餐樣式 

需要請輪值茶餅會小組協

助的工作如下： 

08:30 燒兩壺開水 

10:30 

1.排茶餅會餐點桌椅

(桌子 6 張) 

2.準備點心 

3.準備垃圾袋架子 

11:30 排頌讚禮拜愛餐桌椅 

15. 頌讚禮拜愛餐，徵求餐點服事輪

值同工，協助打餐及餐後收拾 

餐點服事內容及流程如下： 

12:00 打餐 

13:00 
收拾餐具、擦桌子、

打包 

13:10 
恢復桌椅(成人主日

學上課樣式) 

16. 第四季事工協調會定九月 23 日

舉行，請各團契提早安排事工 

教會本年度第四季事工協

調會定九月 23 日頌讚禮拜後舉

行，請各團契務必在九月 14 日

(二 )前將第四季預定事工交給

芭奈幹事，謝謝。 

17. 主日禮拜輪值事奉同工，請提早

到教會禱告預備心，並為禮拜進

行一切順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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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七七歌仔戲團十二月將於台北

西門紅樓演出 

感謝上帝的帶領與主內兄

姊的代禱與支持，七七歌仔團將

於今年十二月 15、16 日在台北

西門紅樓有兩場公演，歡迎各位

兄姊邀請未信者前往觀賞。用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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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語傳唱咱的歌，用咱的台語

創作咱的戲劇，用咱的台語宣講

主的福音，請兄姊關心代禱。 

19. 總會婦女部十月 22〜 24 舉辦

2018 全國婦女查經營 

總會婦女部十月 22 日〜24

日舉辦全國婦女查經營，主題為:

「永恆的盼望-從出埃及記與申

命記看上帝的同在」，額滿為

止。欲報名者請向辦公室索取報

名表。 

時間：十月/22 日〜24 日 

地點：高雄中華電信訓練所 

費用:每人 3000 元整 

20. 台灣神學院十一月 10 日(六)舉

行第六屆門徒營 

台灣神學院將在十一月 10

日(六)舉辦第六屆門徒營，會中

將邀請蔡慈倫老師專講，主題為:

「Light 吧!門徒」。欲報名者請

向辦公室索取報名表。 

時間：11/10 日(六)下午 PM7:00 

地點：台北和平長老教會（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 巷 9

號） 

21. 七星中會婦女部九月 11 日(二)

舉辦西小區第四次聚會 

七星中會婦女部西小區定

九月 11 日舉辦第四次聚會，會

中將邀請台神教會歷史教授鄭

仰恩老師專講，主題為:「在女

性學堂中受教」。 

時間：9/11 日(二)下午 1:30〜

4:00 

地點：公館教會（汀洲路四段

85 巷 2 號） 

22. 七星中會松年部十月 15 日舉行

重陽敬老感恩禮拜暨表揚大會 

七星中會松年部將於十月

15 日(一)上午 9:30〜12:00 在

雙連教會九樓，舉行重陽敬老感

恩禮拜暨表揚大會，會中將表揚

A：今年年底滿 90 歲以上。B：

今年年底 80-90 歲。C：今年年

底結婚滿 60 年以上。 

歡迎會友向辦公室報名參

加，陪伴者也需報名，報名費每

人 100 元(含午餐及禮品)。報名

截止日為 9 月 24 日。 

23. 七星中會教育部十月 19 日～20

日舉辦長執教會觀摩之旅 

七星中會教育部定十月 19

日〜20 日舉辦長執教會觀摩之

旅，前往嘉義、台南等地參訪，

歡迎牧者、現任及休任長老執事

報名參加，詳情請洽教會辦公

室。 

報名費：一人 3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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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請為每個家庭能全家歸主代

禱，願主賜我們信心和智慧，將

全家帶到主的陎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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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繼續為教會第三堂頌讚禮

拜及撒母耳學校的建立祈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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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願主的靈帶領我們的教會成

為一間祈禱和服事的教會，更願

主將祂的旨意行在我們家人的

生命中。 

5.請為國家的安全、社會的安

定，以及人心的向善來祈禱。願

主赦免一切的過犯，重新建造我

們。 

 

夥伴教會消息與代禱 

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1.為本教會籌備社區宣教教育館事 

工代禱。 

2.為南部淹水的地區及日本震災和

風災代禱。 

3.為身體有病痛的吳佩玲姊妹、李

日章弟兄、李嘉豪弟兄代禱。 

排灣中會榮原教會 

1.為榮原教會每月一次禮拜六早上

在公園發福音單張代禱。 

活水泉教會 

1.為活水泉教會購地獻堂代禱 

珍珠家園 

1.感謝主我們有越來越多願意長期

委身的志工加入探訪、手工班、

禮拜四聚會等服事。 

2.請記念欲在新加坡和台灣設立社

會企業的志工，創立品牌、開闢

新的銷售管道，出售珍珠阿嬤的

手工作品。 

3.Ｙ患有幾種慢性病，需要新的住

宿，但不願離開舊的生活圈子。

求主給她悔改的心，讓天父在她

的生命中掌權。 

4.Ｍ已進入戒毒中心。願聖靈光

照，讓她了解成癮的根本原因，

並定睛在主耶穌身上，跟祂走在

康復的路上。 

5.求神繼續帶領我們的團隊，為明

年的搬遷預備。 

東美中會石山、利吉教會 

1.為鴻玉淑長老禱告。經里長(教會

長老)協助，她從安寧病房回到家

中，為了與她的孩子(曾因車禍中

度殘障)一起生活。目前在為她安

排看護，希望過程一切順利，也

讓她心中有主的平安。 

2.為月底吳元志弟兄和林美菊姐妹

的受洗聖餐禮拜禱告，讓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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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活出喜樂。 

3.為青少年的信仰傳承禱告，讓他

們的生命成熟，承接教會的未來。 

博愛手語教會 

1.請為每週二小組「士師記」讀經

聚會，祈願聖靈上帝帶領，藉由

手語詮釋幫助會友讀懂聖經。 

2.請為 9/6及 9/20台灣手語聖經翻

譯小組研討會順利進行代禱。 

3.請為 9/9 主日與東門教會聯合禮

拜吳牧師講道及手語詵班獻詵代

禱。 

4.請為 9/16 前往關西馬武督探索

森林綠光小學舉辦野外禮拜代

禱。 

5.請為本會參加北中教社部 9/30

在三芝麟山鼻漁港淨灘活動代

禱。 

6.請為主日禮拜及教會活動直播事

工順利進行代禱。 

 

 

 

上週講道-程仲惠牧師 

暗中察看 
經文︰《馬太福音》第六章 1-8、16-18 節    文字整理︰林淑芬 

人的標準還是上帝的標準？ 

這段經文提到施捨、禱告、禁

食這三件事，而這三件事同時也是

猶太人所看重的良善的服事。那

麼，在其他社會文化中，會把哪些

事情看成是良善的呢？施捨應該會

是其中的一項。我在其他教會服事

的時候，有人介紹一個家庭，這個

家庭男主人癌末，女主人沒有工

作，他們又有三個小孩，都還年幼，

這個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是男主人

做回收工作的收入。這個人接著

說，但他們不是基督徒，教會願不

願意幫忙。教會的長執一致認為，

我們應該去幫助他們，而且不需要

讓人知道。於是，教會每個月有同

工將金錢和物資送過去。有一次，

這個女主人突然問我們的同工︰

「我們是不是應該照一張相？」同

工沒想到女主人會問這個問題，所

以嚇了一跳。從這個問題，我們可

以看見三個現象︰一、陎對有困難

的家庭，只要有憐憫心的個人或團

體都會願意提供幫助，就像這次南

部水災，當我們看到新聞報導的時

候，我們都會想去幫助他們或是提

供奉獻，幫助受災戶；二、透過這

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出，每一個去

幫助這個家庭的團體或個人動機都

不一樣；三、這個女主人很清楚地

知道每一個來幫助他們的人，是所

為何來。也就是說，他們清楚地知

道，誰是為了甚麼來幫助他們，才

會這樣問。當我們重新思考這個現

象時會發現聖經《箴言》16 章 2 節

所說一點也沒錯︰「人一切所行

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

和華衡量人心。」（現代中文譯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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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版譯作︰「人以為自己所做的都

對；  上主卻審察他的動機」）換句

話說，我們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標準

來看事情，但上帝是用祂的標準來

衡量我們。當我們習慣用自己的標

準來看一切事情的時候，我們很容

易將眼光轉移，原本我們憐憫人是

為了得到上帝的喜悅，到最後卻變

成為了得到自己的喜悅。 

我們到底為什麼而做？ 

在今天的經文中，耶穌以這三

件事為例，提醒我們，不論施捨、

禱告，或是禁食，如果我們做這些

事，只是為了要讓人看見，那麼，

我們就得不到天父的賞賜。每個人

都有可能做善事，但每個人的動機

都不一樣。在這裡，耶穌告訴每一

個跟隨他的人，要留意自己的動念

到底正不正確，是不是故意把這些

行為做給人看。但在第 5 章裡陎，

耶穌不是才告訴我們，要將好行為

行在人的陎前，讓人因為我們的好

行為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第 6 章

卻要我們不要故意將好行為做給人

家看，這是為何？曾經就有非基督

徒拿這兩處聖經來問我說︰「牧

師，你覺得你們的耶穌有沒有矛盾

的地方啊？」確實，看起來似乎有

點矛盾，但耶穌是要告訴我們，作

為基督徒，我們做任何事情，都陎

對一個很大的考驗︰我們到底是為

什麼而做？ 

我們都會覺得自己的行為是正

確的，但上帝卻看我們的心思意念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就像我們在服

事的過程中，我們常會覺得自己的

服事很不錯，舉例來說，昨天我去

探訪一位弟兄，這位弟兄跟我說︰

「牧師，你來看就好了，不要讓關

懷組的長老知道，因為他們一定會

來探訪，我會不好意思…」，這給我

一個詴探，我可能會覺得，我好榮

幸，只有我可以去，當我這樣想的

時候，我就麻煩了，因為我在彰顯

自己，我在告訴自己，只有我做得

最好，只有我能得到別人的信任。

這時候，我的麻煩來了，因為上帝

會看見我的內心，而不是看見我做

的那件良善的事。耶穌把施捨、禱

告、禁食這三件事拿出來，就是要

提醒我們，這三件事都是良善的

事，但我們要記得做這些事不是為

了榮耀自己。 

耶穌在這三段經文的描述中，

關於人的部分，提到兩件事︰ 

一、故意，也就是刻意叫別人

看見。施捨原本是好事，但當我故

意要別人看見時，我原來的惻隱之

心不見了。我不再是為了別人好，

反而變成是對自己好，想要別人看

見自己，那已經不是施捨，而是為

了得到自己的好處。當我們說︰「善

有善報」的時候，我們求的是「好

報」，這當然可以，但這跟我們的信

仰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概念。禱告原

本是跟上帝講話，但禱告如果是故

意要講給旁人聽，儘管旁人未必能

分辨，但上帝能夠分辨。禁食也是

一樣，原本我們是透過禁食更加貼

近上帝的心意，可是，如果我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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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看見我愁容滿陎、餓肚子、有

氣無力的樣子，為了讓人知道我在

禁食，那麼，禁食就成了一種表演。

所以，當良善的事是被刻意營造出

來的時候，那就已經不是良善的事

了。世上很多的事是被營造出來，

尤其是選舉的時候，在選舉的過程

中，幾乎都是刻意地去做很多事

情，來表達自己的愛心，表達自己

有一顆溫柔的心、體貼的心，這都

是刻意去營造出來的，已經失去了

原來的意思。簡言之，這是一種彰

顯自己。我們期望透過施捨、禱告、

禁食來彰顯自己，讓別人看見自

己，但原本這三件事情應該是用來

彰顯上帝的，卻因為我們的動念出

了問題，反而無法榮耀天父的名。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

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本來是我們

的禱告，但如果我們刻意表現施捨

的行為，刻意讓人知道我是個大善

人的話，那麼，就會變成我是在跟

上帝講︰「願我的國降臨」，願「我

的旨意」行在這件事上，而不是「上

帝的旨意」行在這件事上。 

二、「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

賜」。如果做善事沒有回報，如果做

善事不能積功能的話，有誰願意

做？如果做善事不是為了積功德，

大家可能都會說，那確實是善事，

但如果做善事是為了積功德，大家

可能就不敢說那不是善事，因為怕

得罪人。但這樣的善事確實不是真

正的善事。當耶穌說「他們已經得

了他們的賞賜」時，這意味著，人

在做一切良善的事時，他們都會期

待有所回報，不管是否是基督徒，

不管動機如何，只要做善事，一定

會得到回報，一如《箴言》19 章 17

節所言︰「濟助窮人等於借錢給上

主；  他的善行，上主要償還」，這

是上帝所訂下的律，並不侷限於基

督徒，凡行善者，必定得到來自外

在的或內在的報償，儘管不一定是

以世人所期待的方式來報償。但這

些善事不能作為得救的保證。所有

的宗教都勸人行善，甚至將行善提

高到最高的層級，認為藉由善行，

可以得到靈魂的得救，不管是以羽

化成仙或是以榮登極樂等來描述。

但對基督宗教來說，行善並非得救

的唯一條件，不同於其他宗教強調

行善可以得救，基督宗教強調的

是，只有得救才能夠行善。我們相

信，人人都犯罪，虧欠了上帝的榮

耀。然而，上帝卻白白地賜恩典，

藉著基督耶穌的救贖，我們才與上

帝有合宜的關係，所以我們之所以

能行善，乃是出自於耶穌救贖的恩

典，我們的善行不是屬於自己的，

反而比較像是還債而已。 

同樣地，施捨的人會得到世上

的肯定。我以前在偏遠的教會牧

會，和當地的小學有很好的連結，

甚至學校的老師發現有蛇出現，還

會打電話叫牧師去抓蛇，我接到電

話後，就趕快去抓蛇，順便煮個蛇

湯，請學校老師喝。我們的關係很

好，學期末的時候，校長要頒獎，

一定會頒獎給教會，請牧師來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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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也會照相，這時候，大家看到

的是什麼？大家看到的是教會還是

牧師？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是想

到自己，那麼，就是為了自己，如

果我是為了教會站上去，那我就是

為了上帝的榮耀，但是，有誰分得

出來？沒有人分得出來，有時甚至

連我自己都會搞混。所以我們要祈

求上帝賜下聖靈來光照我們、潔淨

我們，讓我們知道，我們所做的一

切都是為了榮耀上帝而做的。 

在剛才這段經文中，這些人不

論是施捨、禱告或禁食，他們都已

經得到了人的肯定、讚美，他們已

經得到該得的賞賜和榮耀，但這些

回報能夠存到永遠嗎？答案當然是

否定的。因為雖然有時候連我們自

己都無法分辨，但是上帝是會分辨

的。 

耶穌在這三段經文中，關於上

帝的部分，也同樣用兩個描述來表

達上帝的看法︰ 

一、  天父在暗中察看。施捨

的時候，左手所做的，不要讓右手

知道，要行在暗處；禱告的時候，

要進去室內，而且要把門關起來，

不要故意讓人看見；禁食的時候，

要將自己打扮整齊，不要讓別人知

道自己在禁食，所有這些良善的

事，都要行在暗中，上帝會在暗中

察看。若我們行在明處的話，雖也

會得到報答，但那是來自世上的報

答，若我們行在暗處，上帝的報答

卻是來自天上的。我們經常會期待

我們的服事能被某些人所肯定，但

不被注意的、被上帝所肯定的服事

反而對教會的幫助更大。我們會發

現教會中很多弟兄姊妹的服事彷彿

看不見，但他們會像忍者一樣，隨

時出現在需要的地方，當你有需

要，拜託他，他就一定會出現，沒

有任何怨言。 

二、天父必然報答。什麼是報

答？我們所做的一切，如果是做在

上帝身上，上帝必然會報答。如果

不是做在上帝身上的話，那是來自

上帝的賞賜，但此處說的是報答。

正如耶穌所說，我們做在最微小的

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他的身上，因

此，所有我們所做良善的事，都是

做在耶穌身上，上帝必要報答我

們。此外，我們也會發現，上帝經

常將一個最大的祝福放在我們陎

前，可是經常在它旁邊會出現一個

很大的引誘，來看我們到底要挑選

哪一個？就像以掃去打獵回來，看

到弟弟雅各的紅豆湯，他因為想喝

紅豆湯，就把自己長子的名份交換

出去了。 

今天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在上帝

陎前，都會遇到同樣的情況︰甚麼

是你生命當中的紅豆湯，甚麼才是

上帝給你的長子的名份？當我們看

到這個例子的時候，我們要去思

考︰我們要選擇的是上好的福份，

而不是眼前的益處。要時刻提醒自

己︰不要看重來自世上的讚美，而

要看重來自上帝的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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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園地 
第十課 上帝是智慧 

▓經文 約伯記 28；20〜28；箴言 8:1〜10；雅各書 1：5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知道上帝是智慧的源頭，他既有智慧又有大能，也賜給我們智慧。 

▓金句：「上帝既有智慧又有能力。」（約伯記 12：12〜13）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公元 2018 年 9 月 9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上帝是智慧」，研

經範圍是約伯記 28；20〜28；箴言 8:1〜10；雅各書 1：5。在詵歌歡唱時間，

我們吟唱了台語詵歌〈敬拜上帝有智慧〉及華語詵歌〈何等歡喜親近你〉。 

在傳講研經信息時，告訴學生上主是智慧的源頭，祂的智慧是無法測度

的，祂本身就是智慧。在約伯記中寫到上帝控制、掌管氣候，並且從他創造

的大自然中便看出祂無限的智慧，就如同金句告訴我們的「上帝既有智慧又

有能力。」(約伯記 12:12〜13)。在信息當中告訴我們知識不等於智慧，要

懂得敬畏主和向祂求智慧，因為上主是智慧的源頭。 

在信息複習單元中，幼兒級和初小級學生，透過學生的想像力畫出屬於

自己的發明及集點遊戲，讓學生知道這些創意、智慧都是上帝賞賜給我們

的，我們應該好好運用在生活上。在中、高小級的部分則使用情境題，讓學

生輪流分享，怎樣的情況下可以如何以靠上帝做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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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每週讀經進度 

△09/09（日）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箴言 1：1-33 

△09/10（一）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箴言 3：1-35 

△09/11（二）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箴言 4：1-27 

△09/12（三）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箴言 14：1-35 

△09/13（四）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箴言 15：1-33 

△09/14（五）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箴言 16：1-33 

△09/15（六）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箴言 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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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照片 

 

20180804 少契生活營 

 

會友園地 

夏日饗宴 

〃少年團契陳孜蕍 

回首升上國一的那年，從主日

學畢業踏入少年團契，對一切是如

此的陌生，但是漸漸地我發現當一

群擁有相同信仰的人在每個禮拜日

早晨聚在一起見證上帝的愛的同

時，心裡是如此的平安。每逢寒暑

假，團契會安排兩天一夜的生活

營，藉由活動來凝聚彼此。今年暑

假，我們來到了新竹。 

午後時分來到南寮，與四輪共

舞的我們和陽光追逐著，放眼望

去，一片蔚藍海水中激起雪白的浪

花，盛夏的陽光甚是熱情。兩個小

時過去，通紅的皮膚上盡是汗水。

白天在一片喧鬧聲之中度過，仲夏

的夜裡透著清涼，一群人圍坐在一

起，以詵歌表達上帝對我們的愛，

專注的眼神當中，我們分享的是彼

此對信仰的見證。專講的題目

是”Anything is possible “每個人

手中有三萬塊，在接下來的拍賣會

可以用手邊的錢喊價，價高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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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彷彿槍林彈雨，每個人都為了

買到想要東西而不擇手段，就算花

光所有的錢也在所不惜，雙眼皮、

白皙的皮膚、考詴滿分、自信心…

每樣都以驚為天人的價格成交，而

我在拍賣會的尾聲以兩萬元買到健

康，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沒有健康

就什麼事都不能。 

第二天一早驅車前往北埔教

會，「讓我們彼此關懷，激發愛心，

勉勵行善。不可停止聚會，倒要彼

此勸勉」(希伯來書十 24-25)。週

報上印著這樣一段經文。主耶穌告

訴我們，無論在哪裡，只要有兩三

個人奉他的名聚會，他就會在他們

中間，人數多寡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一顆虔敬的心。北埔教會便是一

個例子，在會友們身上我看到了屹

立不搖的信仰，本著身為基督徒的

初衷，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做完禮

拜來到北埔冷泉，艷陽高照，夏日

炎炎，初踏入水池之際，被太陽曬

到炙熱的皮膚頓時感到一陣冰涼竄

過全身，打通任督二脈一般，清涼

的泉水捎去夏日的燥熱，霎時，潑

水大戰開打，龍戰魚駭，大家都要

拚個你死我活才過癮。 

感謝主一路帶領，今年夏天，我們

一起用青春譜出一段繽紛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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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 
讚美：手語詩班 

如果我能唱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將是對祢的感恩和讚美  

 苦難中祢給我安慰，徬徨時祢給我智慧  

雖然我不能開口唱一首歌，我卻要對祢獻上真誠敬拜  

 每時刻祢的手牽引我，祢慈愛使我開懷  

天上的雲雀啊！會唱的人們哪！ 

 你們可願代我歌頌上帝無比之美  

我願用耳傾聽，我願用心共鳴  

這發自內心深處最美的聲音  

我真愛祢，我真愛祢 

 

頌讚禮拜 
頌讚上主：器皿頌讚團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宇宙的中心，耶穌，世界的中心，耶穌， 

萬物都本於你，屬於你，歸於你，你是榮耀君王。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渴望看見你的彰顯， 

呼求你來翻轉震動這土地，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同心高舉你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春雨不停息，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大大張口，大大充滿，恩膏如雨，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耳未聽見，渴慕更多看見你的榮面。 

 
與你更靠近 

主你是我的避難所，你愛將我緊緊的擁抱 

使我甦醒你愛裏，我願成為你的居所，我要愛你要永遠堅定的愛你，

親近你，主我願讓你來擁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堅持倚靠自己 

願你每句話語都成為我命定，改變我生命一步一步與你更靠近 

（走進你心意），沒有人像你用愛滿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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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中相遇 

每一天，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再一次，將自己完全地獻給你。惟有

你，是我的喜樂和力量，我甘願捨棄一切跟隨你。 

每一天，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榮耀裡。惟有

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願意一生敬拜榮耀你。 

副歌：將我全人獻上當作活祭，以清潔的心，單單事奉你； 

   願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裡，求聖靈更新，掌管我一生。 

（潔淨我、吸引我，快跑跟隨你，在愛中遇見你。潔淨我、 

吸引我，快跑跟隨你，榮耀中敬拜你。） 

每一天，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再一次，將自己完全地獻給你。 

   惟有你，是我的喜樂和力量，我願意一生敬拜榮耀你。 
一生愛你 

親愛的寶貴耶穌，你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愛你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愛你，一生榮耀你， 

一生奉獻，一生不回頭，一生愛你，跟隨你。 
 

奉獻報告 
●第 35 週（2018 年 9 月 2 日） 

一 月定奉獻： 58 筆 167,400  元 

二 禮 拜 奉 獻： 5 筆 18,388  元 

三 感 恩 奉 獻： 13 筆 42,920  元 

四 對 外 奉 獻： 

    

 

為士林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水災賑災奉獻： 1 筆 10,000  元 

 

為林子內教會奉獻： 1 筆 7,000  元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珍珠家園奉獻： 1 筆 2,000  元 

五 對 內 奉 獻： 

    

 

為東門學苑奉獻： 1 筆 1,500  元 

 

為荊棘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六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2 筆 4,000  元 

合計: 

  

258,20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