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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9 月 23 日 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柯芳薐姊妹 

司禮：林孟鴻執事 領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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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兒童及會眾 

宣   召 詵篇 25：4—5 司禮 

聖   詵 594 首「我心免僥疑」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聖詵第 15 頁） △會眾 

祈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文 第 29 篇（聖詵 1051 頁） 司禮 

讚    美 信徒著來吟詩 聖歌隊 

聖經 使徒行傳 7：44—60 司禮 

 (台語漢字本新約第 142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第 196 頁)  

講    道 忠心作見證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詵 348 首「求主教示阮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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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上午 10 點 

主禮：黃顯彰牧師 

司禮：周中惠姊妹 

司琴：劉燕慈姊妹 

領詵：弟兄團契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詵篇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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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3:1—10 △司禮 

獻    詵  姊妹團契 

講    道 成為一個能改變人的人  主禮 

回 應 詵 勇敢走出去 △會眾 

公    禱  司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林惠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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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恩典小羊頌讚團 

頌讚上主 

1. 滿有能力 

2. 恩典之路 

3. 無價之寶 

會眾 

禱    告  主禮 

報    告  主禮 

介紹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聖    經 使徒行傳 7：44—60 主禮 

講    道 忠心作見證 主禮 

禱    告  主禮 

回 應 詵 無價之寶 會眾 

祝    禱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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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本主日後召開第四季事工協調會

定於 11:10 在禮拜堂 5 樓舉行，

請各團契會長或代表參與。 

2. 長執會通過三項施工案: 

(1)針對主堂三樓音控室空間不敷

使用以及提升安全措施 

(2)改善主堂四樓為友善、安全的親

子活動空間， 

(3)改善教育館四樓原住民禮拜聚

會空間。 

9/23 週日之禮拜，主堂三樓暫停

開放。之後依工期進行亦將暫停

使用主堂四樓。 

3. 漁網團契於九月 29 日由許昱寰

執事專講以「屬靈 VS 屬血肉，從

選擇權特性來看工作與信仰」 

漁網團契下週六(9/29)聚會

邀請許昱寰執事談「屬靈 VS 屬血

肉，從選擇權特性來看工作與信

仰」，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晚

上 6 點開始，並備有簡餐。 

4. 下主日 (9/30)晚上潘茂涼長老將

舉行 70 感恩音樂會 

擔任本會姊妹詵班、男聲詵

班及棒鐘隊指揮的潘茂涼長老，

將於九月 30 日(日)晚上 7 點於大

安教會舉辦「讓我們心中有愛 七

十感恩音樂會」，請兄姊為潘長老

的音樂會進行一切順利代禱。 

5. 姊妹團契十月 3 日(三)心靈園地

《看見改變，經歷豐盛》歡迎大

家來聆聽生命見證 

姐妹團契 2018 第九次「心靈

園地」訂於 10 月 3 日(三)下午

1:30〜3:30 在禮拜堂一樓副堂聚

會，邀請愛生關懷協會鍾宜珊執

行長為我們分享生命見證「看見

改變，經歷豐盛」。歡迎大家一起

來聆聽！ 

6. 松年團契選出明年度新同工 

松年團契已於 9 月 16 日選出

明年度新同工。 

會長:鄭鐵樹 

同工:蔡旭光、曾英娥、劉欽

明、林麗賢、高淑媛、翁晃一、

陳豐茂、莊茹清、黃啟洋、黃恩

慧、簡瑞玲、許華陽、邱玲娟。

也願神加添力量在每一位新同工

的身上，讓松年團契的事工得以

順利推展，榮神益人！ 

7. 十月 7 日長執及團契同工靈修課

程 

10 月 7 日台語/原住民禮拜

後，11:30，在教育館二樓舉辦第

四次靈修課程。以南與北的《忙

的話靜下來》為參考資料，主題

是團體關係，由黃柏威長老主講。

敬請長執、小組長、副組長、團

契同工撥空參加。 

8. 台語白話字基礎班第二期招生 

本班將從最基礎開始認識白

話字，時間是每主日早上 9:00〜

9:30，地點在禮拜堂六樓，10 月

7 日開始上課，歡迎有興趣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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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向辦公室報名。 

9. 敬請支持 2018 聖誕特刊監獄事

工 

《新使者》持續將聖誕特刊

送到監獄。今年將送往 10 間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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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東門插花班已經開課 

莊黃芳美長老邀請會友來學

插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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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願者請向

辦公室幹事或莊黃芳美長老報

名。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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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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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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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永和耕莘醫院誠徵院牧關懷員一

名；學歷：專科以上畢業(具宗教、

神學或心理學相關科系者佳) 

徵求對象：1.具 CPE(牧會關

顧教育臨床基礎級資格 )者更佳

2.有相關牧靈工作經驗及行政文

書處理能力 3.個性開朗、會樂器

者佳(如琴、卲他) 4.認同天主教，

教會理念(教友尤佳)  

工作地點：永耕長照機構─臺北

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 

意者請郵寄相關履歷資料，以備

面詴參考！郵寄地址：23445 新

北市永和區中興街 80 號院牧部

E-Mail:pastor@cthyh.org.tw  

聯絡電話：院牧部 29286060 

分機 10645 李組長 

15.七星中會職場人退修會 

馬約翰牧師暨職場事工部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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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一起安享在神國自由中，重

新恢復靈性生命的活力!主題：活

在神國自由中多麼美好 

專題一 :在生活中回應上帝

的愛；專題二:成為耶穌的朋友；

專題三 :在耶穌身體裡成為彼此

的朋友；其他體驗:行走禱告、在

大自然遇見上帝、聖餐差派禮拜 

時間：10 月 12 日(五)20:00〜10

月 13 日(六)17:00；地點：芥菜

種孫理蓮紀念營地(新北市萬里

區玉田路 25 號).對象：職場基督

徒 (名額 100 名)費用：每人 1200

元(原價 1800 元，已補助 600

元)， 

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9/30(日)

報名方式:1.網路報名：2.團體報

名：填教會團體報名表，傳真

02-2351-0118 

為保障名額，請務必先完成繳費，

再填寫報名表聯絡人：和帄教會 

駱幹事(02)2351-0087 轉 205 

16.七七歌仔戲團十二月將於台北西

門紅樓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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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兄姊關心代禱。歡

迎至辦公室免費索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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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帄長老教會（北市

大安區和帄東路一段 183 巷 9 號） 

18.七星中會松年部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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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七星中會教育部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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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蔡尚穎長老、蔡明靜姊妹的

父親、楊台鴻長老的岳父蔡士上

牧師於 9/13(四)凌晨三點，在睡

夢中安詳榮歸天家，享年 86 歲。

蔡牧師生前表示因不好意思勞煩

親友，故不辦任何儀式，請兄姊

關心並為遺族代禱。 

2.請為 8/23-24 南部淹大水關心、

代禱、奉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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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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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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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鴻玉淑長老的身體禱告。 

2.為教會事工及部落信仰、身體欠安

及外出的家人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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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為月底吳元志弟兄和林美菊姐妹

的受洗聖餐禮拜禱告，讓他們的新

生命活出喜樂。 

博愛手語教會 

1.請為每週二小組「士師記」讀經聚

會禱告，祈願聖靈帶領，藉由手語

詮釋幫助會友讀懂聖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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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為主日禮拜及教會活動直播事

工順利進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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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程仲惠牧師 

位置與責任 
經文：以斯帖記四：13～17                 文字整理：林士文 

人人有不同的位置 

每一個人在世界上都有不同的位

置，從名片上的職稱或從別人對我們的

稱呼，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位置所代表的

意義。就像教會隔壁正在進行拆除工程，

現場有工地主任，這個人在工地的位置

就是工地主任，我們由此可知他的工作

內容為何、執行哪些任務。如果我們聽

到一個人是警察局長，我們也會知道這

個人有什麼樣的職務及責任。 

因此，不同位置會帶給別人不同的

想像，有些位置讓人擁有極大影響力，

使人爭先恐後想要搶奪那個位置；有的

位置則讓人覺得充滿考驗、誘惑，使人

避之唯恐不及。人們會期待換一個更好

的位置，為自己帶來更大的福氣，這是

很正常的想法，也是應該要有的想法。

不過，當我們處在一個更好的位置時，

最重要的是能夠明白上帝讓我們在這

個位置上的使命是什麼，以及他交託什

麼樣的任務給我們。 

猶太人的災難 

聖經裡有兩卷書以女性的名字為

卷名，就是《路得記》和《以斯帖記》。

《路得記》記載一位外邦女子嫁給猶太

人，《以斯帖記》則是記載一位猶太女

子嫁給外邦人，剛好是兩種不同位置的

交換。這兩卷書帶領我們從上帝的角度

看見一個事實：無論出生或是生長在哪

一個地方，只要願意倚靠上帝並且成為

上帝的百姓，就會得到上帝的看顧與帶

領。 

主前 586 年，巴比倫滅掉南國猶大，

擄走猶太人，將他們分散到帝國的各個

地方。主前 539 年，瑪代波斯帝國滅掉

巴比倫，猶太人轉而被波斯帝國統治。

主前 538 年，波斯王古列允許猶太人回

去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聖殿，不過，並非

所有猶太人都願意回去耶路撒冷，畢竟

在異地定居已經過了兩、三代，很多猶

太人已習慣當地的生活，對耶路撒冷也

沒有太多感情了。 

以斯帖的故事正是發生在這樣的

時空背景裡，也就是主前 486 年到 465

年，波斯亞哈隨魯王統治的時代，國王

廢除原本的王后瓦實提，重新揀選以斯

帖為后。後來，國王提升哈曼為宰相，

並下令所有王宮的侍衛都要向哈曼跪

拜，可是以斯帖的養父末底改拒絕跪拜。

哈曼因此惱羞成怒，他得知末底改為猶

太人之後，就計畫滅掉波斯帝國境內所

有的猶太人。不過，從經文中我們知道，

在上帝的看顧下，猶太人一切帄安，反

倒是哈曼被處以死刑。 

雖然整部《以斯帖記》都沒有提到

上帝的名，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歷史

過程都在上帝的掌權下進行。這給今日

的基督徒一個提醒：我們也會遭遇惡劣

的環境，甚至在這樣的處境中感受不到

上帝的同在，不過我們要有信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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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仍在暗中察看一切，要帶領保護倚

靠他的人。 

將整本《以斯帖記》濃縮，它的重

點就在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裡。 

以斯帖的抉擇 

第一個重點在經文第 13 節，當時

以斯帖貴為王后，住在王宮裡，生活舒

適，集國王三千寵愛於一身，因此，不

管外面情勢如何，以斯帖都可以在王宮

裡安然度日，但末底改對以斯帖說：「你

不要幻想，以為你在王宮裏就會比其他

的猶太人安全。」既然有人去檢舉末底

改猶太人的身分，以斯帖猶太人的身分

遲早也會被發現，因此末底改提醒以斯

帖不要忘了自己的身分，這個身分會帶

來危機。 

當人處於帄安順遂的環境中時，往

往不願意冒然行動，免得現在穩定的生

活受到影響，所以以斯帖一開始沒有答

應末底改的請求去見亞哈隨魯王。現今

許多基督徒可能也有以斯帖一開始的

心情，認為不要牽扯進是非，以免帄靜

的生活受到打擾，更何況自己出力也不

見得能改變什麼，明哲保身才是王道。

因為種種考慮，以至於我們冷眼旁觀，

甚至閉眼不看。不過，如果我們做這樣

的選擇，到了人生某個階段我們會發現

自己和人、和上帝的關係愈來愈疏遠，

我們避掉麻煩，卻也同時失去上帝的同

在。所以，身為基督徒，我們要竭力做

上帝的工，並明確表達出我們的信仰理

念。 

位置帶來的機會  

第二個重點在經文第 14 節前半，

末底改對以斯帖說：「你在這樣的時候

不說話，猶太人自會從別處得救援，而

你和你的家族必將滅亡。」末底改要以

斯帖好好把握機會，上帝安排她作王后，

就是要看她願不願意利用在這個位置

的機會承擔該有的責任，如果以斯帖認

為這個任務會影響她皇后的身分，她可

以拒絕，但從此以後，她也會失去上帝

同在的福分。 

今日，上帝讓我們處於不同的環境，

給我們得救的機會，既然福音已經交在

我們手上了，我們就有責任將福音傳出

去，將上帝的恩典分享給四周的同學、

同事、鄰居、親友。如果我們不去傳福

音，上帝就會將機會交給別人，這讓我

想到自己以前曾向一對遭遇變故的夫

婦傳福音，這家人透過教會的關心及眾

人的代禱，最後願意進入教會。他們進

入教會後感受到來自上帝的安慰和幫

助，因而決定要信主。作了這個決定後，

這對夫婦告訴我：「我們願意信主，也

願意接受洗禮，但是我們家還擺放別的

神明。」我和這對夫婦約定一個時間到

他們家作聖別禮拜，禮拜結束要離開時，

發現隔幾戶有一家人也是基督徒，而且

還是某教會的長老，這位長老看見安靜

的巷弄來了一堆車子，又聽見一群人在

唱詵歌，就出來觀望，得知鄰居在進行

聖別禮拜，他說：「我虧欠了上帝，我

和這對夫婦作鄰居這麼久了，竟然從未

跟他們傳福音，也不曾邀請他們來我的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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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決定讓救恩臨到這對夫婦的

家庭，但是作為鄰居的教會長老卻不曾

向這對夫婦傳福音，所以他失去上帝給

他傳福音的機會，失去上帝的紀念，上

帝轉而乎召其他人去引導這對夫婦進

到教會。在這件事情中我們看見，無論

人願不願意承擔上帝給予的任務，上帝

的旨意一定會完成。末底改就是要提醒

以斯帖這件事，這也是給所有基督徒的

提醒：上帝的旨意一定會實現，我們願

不願意承擔使命，服事上帝？ 

每一位基督徒的四周都有人在等

待我們傳福音給他，我們開始行動了嗎？

這些需要救恩的人如果不能透過我們

獲得福音，上帝必定會藉由其他管道讓

他們得著，他們一樣能夠獲得救恩，但

我們就失去上帝的紀念。 

星期三早上我在帶東門學苑查經

班時，我有一個特別的感動，我想到學

苑的學員每週二、四、六到教會上課，

他們來教會的次數可能比教會的兄弟

姊妹還多，所以，我得到的感動是我們

應該將東門學苑當作一間教會來牧養，

將學員當作教會的兄弟姊妹來傳講福

音。星期三有了這樣的感動後，星期四

我就和教會同工一起去參加某位學員

的告別式，事後，我向學苑學員報告說：

「從這學期開始，學員只要有任何需要

教會幫助、陪伴的地方，教會都願意去

關心。」雖然學苑很多人不是基督徒，

但是上帝既然已經將他們帶來我們面

前，他們就是我們的兄弟姊妹，我們就

要把握這個機會去關心他們。 

今天讀這段經文，我們要反省，上

帝是不是已經將某個機會放在我的手

裡，我有沒有抓住機會將福音帶給對方，

讓人可以領受上帝的救恩。 

上帝預備人來承擔使命 

第三個重點在經文第 14 節後半，

末底改對以斯帖說：「誰知道，也許你

被安排作王后正是為了這時刻！」末底

改提醒以斯帖，上帝讓她做王后，就是

為了解救猶太人今日所遇到的災難，如

果猶太人沒有今日的危機，上帝不會高

舉她作王后，所以這個王后的位置是為

了今天的事件而預備，猶太人的危難有

多大，上帝就讓她的位置有多高，以便

承擔相當的責任。 

上帝讓基督徒在各行各業服務、在

不同的領域過日子，同時也將一個屬靈

的使命放在我們身上。如果我們將屬靈

生活和屬世生活分開，認為兩者不相關，

我們就只是把信仰當成安慰劑而已，這

樣的話，在主日去聽一場音樂會、看一

本好書或許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如

果我們同意屬世生活和屬靈生活密不

可分，互為影響，我們必頇要有個醒悟，

就是上帝將我們放在這個位置時，也會

同時交給我們一個屬靈的使命，上帝早

已預備好我們，然後才引導我們進入現

在這個位置，讓我們能在其中發揮基督

徒的影響力。 

《約翰福音》4：35，耶穌對門徒

說：「看看那片田地吧，農作物已經成

熟，可以收割了！」我們領受聖經知識，

知道如何傳福音、如何向上帝禱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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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準備都是為了去帶領人進入教會。

如果我是一位醫生，我就向其他的醫生

傳福音；如果我是學校的教授，我就向

其他的教授傳福音，畢竟有機會接觸到

教授，也有機會說服教授的人就是同樣

身為教授的基督徒；如果我是企業主管，

就向其他主管傳福音，畢竟有機會接觸

到主管，也有機會說服主管的人就是同

樣身為主管的基督徒；如果我是家庭主

婦，我就向左鄰右舍傳福音。這就是我

們的使命、我們的機會。 

上帝把我們放在現在這個位置就

是要我們承擔這個位置的使命。位置的

高低不是重點，上帝賦予每個位置同等

重要的使命，如同《馬太福音》25：14

〜30 所說的比喻，給五千的人另外賺

了五千，給兩千的人另外賺了兩千，他

們在主人面前收到的肯定與接納完全

一樣，都被稱讚是「又好又可靠的僕人」，

不會因為賺五千的比賺兩千的多，就得

到更大的讚許。上帝給人多少就要收多

少，所以《路加福音》12：48 清楚說

到：「上帝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付

託誰，向誰的要求也大。」 

上帝使用我們的順服來完成他的旨意 

最後，我們看到以斯帖回覆末底改

說：「我就去見王；雖然這是違法的，

我還是要去。要是我這樣做不免一死，

我也情願。」有些人認為以斯帖這句話

話是氣話，很消極，其實我們繼續讀後

面的經文就會知道以斯帖是用很謙卑、

積極、敬虔的態度來承擔這項使命，她

說「不免一死」這句話時已經清楚上帝

的心意，所以願意放下榮華富貴，放下

擔心憂慮，心無旁鶩地去執行上帝的旨

意。 

有些人擔心跟同事、朋友傳福音會

被視為怪人，甚至從此成為同事、朋友

的拒絕往來戶。當我們有這樣的擔心害

怕時，我們可以學習以斯帖「不免一死，

我也情願」的心態，不去看那些會損害

我的結果；也要學習耶穌基督面對十字

架的勇氣，定意完成上帝的旨意。作基

督徒就是要有這樣的決心，不論會失去

什麼，唯一堅持的就是完成上帝交託的

使命。 

願上帝賜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

清楚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所領受的責

任是什麼，讓我們雖然站在不同的位置，

領受不同的使命，但目標一致都是向四

周的人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 

 

 

主日學園地 

第十三課 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經文 創世紀 17:1〜2；出埃及記 6:2〜3；啟示錄 1:8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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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知道上帝是無所不能的上帝，他賜福給亞伯蘭，保守、帶領亞

伯蘭的一生，全能的上帝也會賜福保守我們每一個人。 

▓金句：(上主)說:「我是全能的上帝。」（創世紀 17:1a）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帄安。 

今天(公元 2018年 9月 23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研經範圍是創世紀 17:1〜2；出埃及記 6:2〜3；啟示錄 1:8。在詵歌歡唱時

間，我們吟唱了台語詵歌 <謳咾全能的主上帝 >及華語詵歌 <我信全能上帝

>(請利用《主日學詵歌輯Ⅵ》，全家一起聆聽)。 

在傳講研經信息時，提到上主向亞伯拉罕顯現，並且用 EI-Shaddai，意

即全然豐盛、大有能力，亦即上帝是有能力可以實現他的應許的，如同金句

(上主)說:「我是全能的上帝。」（創世紀 17:1a）。上主以這個神聖的名字與亞伯

拉罕及他的後代立約在後續經節也述說了上帝是個全能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

在的上帝，是起初的也是末後的，祂掌管所有的，且不受時空的限制。  

在信息復習單元中，帅兒級和初小級透過老師的引導，讓學生知道上帝

的創造、祝福及幫助有哪些，也透過熱身遊戲讓大家一起回想上帝奇妙的作

為。中小級透過回顧聖經故事及生活經驗分享，高小級進行查經問答加深對

上帝全能的印象。 

生活實踐單元中，帅兒級和初小級學生，透過著色或黏貼走出一條與上

帝有連結的路線圖，讓學生明白上帝是全能的，也是值得我們所倚靠的。中

小級和高小級則進行問答及老師帶領禱告和完成手作，讓學生知道上帝總是

能在我們身旁成為我們的倚靠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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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3（日）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傳道書 5：1-20 

△09/24（一）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傳道書 7：1-25 

△09/25（二）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傳道書 8：1-17 

△09/26（三）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傳道書 9：13-10：20 

△09/27（四）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傳道書 12：1-14 

△09/28（五）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列王記下 22：1-20 

△09/29（六）台灣聖經公會 2018 年讀經表：列王記下 23：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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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照片 

 

9/16(日)松年團契探訪黃傳卲長老 

 

會友園地 

一把歐洲名小提琴流浪的史實  
（搶救雷恩大兵的另一版本）名為遺愛 

王嘉男長老 

2018/9/23

記得先伯父早年（九十幾年前）

就讀台南神學校時，係奉先祖父令

（在臨終前）要獻長子做傳道，先祖

父在台南新樓醫院，病重給馬雅各醫

師外科手術，雖然沒有成功，但從外

國傳教士得到基督信仰，雖因家產花

掉醫藥費上仍無怨言，先伯父記得先

祖父遺言就決定要讀台南神學校，當

時先祖父給先伯父取名叫西頓（以色

列一個北部海邊小城市），一般信徒

都取名摩西、亞倫、撒母耳、大衛、

彼得、約翰、提摩太（Tim）等，這

個問題我一直不解先祖父的用意，一

百年前，由外國傳道師傳教而得到信

仰者寥寥無幾，當初已有宋美齡先父

宋牧師，在上海出版華語聖經已在中

國大陸海岸邊城市流傳。 

    後來先伯父就詴問台南神學校，

對外國宣教師：我身無分文，可否讀

神學校，神學校答應說好，但要做工

友、整理衛生環境、教室、外國宣教

師的住處，抵學費、食宿費，看到別

人的神學生，真好命，也覺得自己矮

人一截身無分文，這樣苦讀二年（含

做工友）才畢業。 

    有一次，在學校整理一位外國

傳教師的房間時，聽到他拉小提琴的

聲音，聆聽時非常神往，就開口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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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詴問想學拉小提琴，但沒有錢，

可否暫欠學費，老師知道他是窮學生，

也就一口答應（免收學費）教他，並

借小提琴給他師生共用，連續教導二

年，我聽過先伯父拉過小步舞曲（生

前），所以程度上應該也會演奏聖詵，

在當時九十幾年前會玩這琴的非常

少，寥寥無幾，現台灣學琴超過千人，

這位英國傳教士，在近百年前，遠從

英國把這一把琴是 1932 年的捷克

（Czekoslovikia）製帶來台，寫

Copy of Antonio Strarvaidus（琴

內標籤尚可明顯看出）應是 Antonio 

Stravaidius 死後（約 1750 年）他

的嫡系生徒繼續製作，有一門徒弟遷

到捷克首都布拉格續做，小提琴的取

材，來自寒帶的冷杉，且年輪要百年

以上，且要堅實，輪紋要優美，取材

後要自然風乾二、三十年，才在開始

製作，現 Antonio Stravadius 的琴

迄今三百年，被世界頂級小提琴家所

喜愛，公認如同聖典一樣，保存較好，

而音色優美者，現一把都超過一千萬

美金以上。 

    當時 1934 年左右，歐洲戰事吃

緊，英國號召海外英國人返鄉，保衛

國家服役，這位英國傳教士也就要返

回英國衛國，就把這名貴的小提琴交

託給我的先伯父（窮學生）保管使用，

他以為戰爭很快結束，等在來台灣時

再取回，不料歐洲戰事（第二次世界

大戰）越來越擴大，直到歐戰完畢，

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可能為國捐

軀），先伯父自神學校畢業後就下鄉

（屏東萬丹）做農業傳道（兼務農），

偶爾拉小提琴，怡然自樂，約在四十

幾年，我到屏東去探訪時，順看小提

琴，想聽他拉小提琴的聲音，有一次

在大水淹沒整個鄉村，我再去看先伯

父家，唉呀！一看琴頸脫落，看了好

傷心，因我知道這是名琴，先伯父說

是給暴風雨大水淹過如同現在的洪

雨，我就提議，把我一把日製小提琴

給先伯父，而我把受損的小提琴帶回

台北，給小提琴製造工廠老闆徹底整

修，再重新上漆。經整修完後，聲音

很沈悶，琴好像蠻有靈性，你對它好

它越出色，經過三十幾年，又漸漸顯

出優美的音色，小提琴最怕潮濕和水，

去年有一次弦樂團在台東露天公園

演奏，忽然間下大雨，一位首席小提

琴家的名貴提琴被淋濕了，演奏完後

嚎啕大哭，這一千萬名琴也就折損了，

也始悟為什麼師傅取材要放置三、五

十年後再製作。 

    時間過的真快，一下子自己以

逾七十五歲了，往後的日子也不是很

多，運動神經都變遲鈍，尚有拉簡單

的曲子自樂，避免腦神經鈍化，尚能

玩這把琴也非常心滿意足了，今年初

經陳昭華長老介紹一位留歐的修琴

老師高玉美女士，特別在檢修此琴，

換裝最好的弦、弓、琴橋、音柱再度

轉展出優美的聲音，心中無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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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四十年，如同以色列在曠野四

十年一般，也像搶救雷恩大兵一樣死

而復活，如今回復上主的聖殿，心中

甚為喜悅，現開始思索這把琴的定位

問題，既然是早期英國傳教師，留在

台灣的遺品，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

歸凱撒，我現已把這把琴整理完妥後

永遠留存在台北東門教會（上帝之

殿），不是當作博物品，而是給後輩

的子弟共同使用，因琴要常常被操練，

聲音才會越來越好，應可再使用二﹑

三百年以上，嗣後將委請林一忻老師

督導保管，並且也要感恩外國傳教士

（英國、加拿大）等來台灣傳播福音

的種子給我們（台灣），且帶來西方

醫療音樂及現代科學教育等，我們要

飲水思源，敬懷百多年前來台的宣教

師們，並一切榮耀、恩典都歸給上

主。 

 

台語禮拜 

讚美：聖歌隊 

信徒著來吟詩 

詞：Christian H. Bateman 
曲：Carlton R. Young 

信徒著來吟詩，哈利路亞，阿們！ 

基督作王治理，哈利路亞，阿們！ 

大家同心同聲，座前謳咾尊名， 

主恩典著稱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咱心著仰望主，哈利路亞，阿們！ 

謳咾若像芳香，哈利路亞，阿們！ 

主做至好朋友，導咱行天路上， 

主疼痛到永久，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基督咱著稱讚，哈利路亞，阿們！ 

釋放著磨艱難，哈利路亞，阿們！ 

享受天頂福氣，頌主至善完美， 

謳咾永遠無離，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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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禮拜 

頌讚上主：恩典小羊頌讚團 

滿有能力 
我的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裡，在你裡面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裡，有主在我裡面活著。 

我宣告在我裡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屬這世界，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裡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 

有耶穌在我裡面活著，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裡面，沒有懼怕能戰勝仇敵。 

有主在我裡面，沒有懼怕還得勝有餘。 

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義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你愛我認識我，永遠不變的應許，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你愛、你手，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你愛、你手，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無價至寶 

我的名字刻劃在你心中，我的臉孔深印在你眼中， 

不是因為我勢力才能，乃是因著你奇妙寬容恩典， 

雖然有時我會跌倒軟弱，你卻一直包容不放棄我， 

用你慈愛緊緊的擁抱，我讚美你寶貴奇妙大愛， 

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讚美，一切尊貴榮耀， 

主你的十架是無價至寶，你是我尊貴的主耶穌。  



-798- 

奉獻報告 

●第 37 週（2018 年 9 月 16 日） 

一 月定奉獻： 19 筆 56,800  元 

二 禮 拜 奉 獻： 5 筆 17,076  元 

三 感 恩 奉 獻： 6 筆 5,300  元 

四 慈善奉獻： 33 筆 58,200  元 

五 對 外 奉 獻： 

    

 

為士林教會奉獻： 2 筆 8,000  元 

 

為博愛手語教會奉獻： 5 筆 60,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1 筆 5,431  元 

六 對 內 奉 獻： 

    

 

為東門學苑奉獻： 27 筆 96,300  元 

合計: 

  

3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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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