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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清明追思程序 

主後 2019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陳美鸞姊妹 

司禮：鄭幸兒長老 領詵：張紀盈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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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6—28 司禮 

聖   詵 170 首「懇求聖神感動阮心」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聖詵第 13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第 63 篇（聖詵 1115 頁） 司禮 

讚    美 前

まえ

へ(Mae-e) 聖歌隊 

追 思 Ⅰ  主禮 

聖    經 創世記 49：28—33 司禮 

 (台語漢字本舊約第 56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舊約第 65 頁)  

講    道 基督徒過清明 主禮 

祈    禱  主禮 

啟    應 第 65 篇（聖詵 1119 頁） 司禮 

讚    美 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 聖歌隊 

追 思 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詵 466 首「佇彼旁榮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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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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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禮拜程序 

主後 2019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0 點 

主禮：陳玉瑛老師 

司禮：杜秋鳳姊妹 

司琴：馬歆媛姊妹 

領詵：原住民大專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詵篇 102：26— 2 8 敬拜團 

音樂敬拜  敬拜團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敬拜團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路加福音 15：1—3、11b—32 △司禮 

獻    詵  阿路一執事 

講    道 尋找失喪的人  主禮 

回 應 詵 我心屬於你 △會眾 

公    禱  司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烏瑪芙姊妹 

報    告  司禮 

介    紹  陳玉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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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19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和撒那頌讚團 

頌讚上主 

1. 前來敬拜 

2.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3. 每一天我需要祢 

會眾 

禱    告  主禮 

報    告  主禮 

介    紹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聖    經 創世記 49：28—33 主禮 

講    道 基督徒過清明 主禮 

禱    告  主禮 

回 應 詵 賜福與你 會眾 

祝    禱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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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舉行全教會清明追思禮拜 

今日上午舉行全教會清明追

思禮拜，追思名單共計 93 名，請

有報名參加追思親友的兄姊，盡

量坐在禮拜堂二樓，以便獻花追

思親友。 

2. 禮拜後舉行「疼厝邊」系列講座 

今年第一次在台語禮拜後舉

行「疼厝邊」系列講座，邀請前

立委姚文智演講「國家首都的文

化建構：Nylon 30 的思考」。此

系列講座，每季一次邀請國內知

名的各領域人士演講，了解他們

如何愛鄉土、愛鄰人；同時也讓

大家有機會「疼厝邊」，可以邀請

自己的鄰居朋友，以及我們教會

附近的朋友一起走入教會。活動

時間為：上午 11： 30～ 12： 00

簡餐，12：00～13：00 演講，歡

迎大家邀請鄰居或親友一起來參

加，地點在教育館二樓。 

3. 今天週報內夾有第二季季表 

今天發出第二季 4～6 月季

表，夾在週報內，請兄姊留意輪

值服事的日期，若有需要調整變

動時間請與辦公室聯絡。 

4. 2018 年度捐贈證明已開立完成 

2018 年的年度捐贈證明開立

完成，已發送到禮拜堂二樓電梯

口兄姊個人信箱內，沒有信箱的

兄姊，請到辦公室索取。捐贈證

明可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以

「列舉扣除額」方式申報扣除以

節稅。 

5. 4/3 姊妹團契舉辦「心靈園地」 

姊妹團契 2019 年第三次「心

靈園地」《改變靈命～落實生活～

建造家庭》訂於 4 月 3 日(三) 下

午  1:30～ 3:30 在禮拜堂一樓副

堂聚會，邀請陳真華師母專講，

主題為「改變靈命～落實生活～

建造家庭」。每個人都渴慕靈命更

新，透過知行合一的生活，來建

造有愛的幸福家庭，歡迎弟兄姊

妹踴躍參加，一起學習如何更新

和建造。 

6. 週三晚上查經祈禱會時間調整 

長執會通過，週三晚上的查

經祈禱會，自四月份起，查經併

到週三上午 10：～11：30 的查經

班一起上課，祈禱會改到週五晚

上 7：30～8：30，4/5 日(五)晚

上祈禱會因逢清明連假，暫停一

次，4/12（五）恢復正常，請兄

姊互相告知。 

7. 家庭團契舉辦武陵農場旅遊 

家庭團契 6/15（六）～6/16

（日）舉辦兩天一夜行程旅遊，

地點：武陵農場，房間有限，報

名要快，請向家契同工或辦公室

報名，費用每人 2,800 元。 

8. 清明連假辦公室休息 

清明國定連續假期，4/4(四)

～4/6(六)辦公室同工連休三天，

教會場地不開放也不外借使用，

請兄姊互相告知。 

9. 主日禮拜後請確實清理碗盤 

主日禮拜後，各團契用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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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請確實將盛飯菜的方型大餐

具及碗盤清洗乾淨，洗碗機容納

碗盤數量有限，送進洗碗機清洗

的碗盤，可先將菜餚沖洗過後送

進洗碗機清洗，其餘就請兄姊確

實清洗乾淨後排放整齊晾乾，同

時也鼓勵兄姊帶自己個人使用的

碗筷，使用後也記得自己帶回家，

大家一起維護用餐環境與餐具。 

10. 星中婦女事工部舉行信仰生活營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訂於 4

月 10 日(三) 上午 9 點 30 到 15

點 30 於本會教育館二樓舉辦

「2019 年信仰生活營」，邀請馬

偕醫院蕭嘉瑩關懷師，主講「心

靈奇遇記」，內容包含發現自我的

內在智慧，及同理心溝通技巧的

運用。有實作課程，需攜帶工具，

詳細內容請聯絡姊妹團契會長，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11. 七星中會舉辦長執培訓 

七星中會教育部舉辦 2019

年第一次長執培訓，主題：「分別

為聖，從長執開始」，時間：4 月

13 日 9：00～16：00，地點：大

安教會，歡迎長執同工報名參

加。 

12. 總會傳道委員會舉辦說明會 

總會傳道委員會舉辦 2020

年欲入學本宗神學院道碩報考生

「人格測驗」暨「服事輔導」說

明會，北部場次日期：7/20（六），

地點：雙連教會，費用：報考生

每人 1000 元，幹部同工每人 100

元，報名截止日期 7/5（五），傳

委會網

站:http://evangel.pct.org.tw 

13. 台神舉行春季神學週活動 

   台神推廣教育中心 &神學系

2019 春季「神學週」活動，將於

4月 11、12日(週四、五)晚上 7:00，

在雙連長老教會舉行「基督教信

仰與社會公益服務」講座，主講

人：劉香蘭老師、紀福讚牧師，

活動免費入場，但需報名登記。

官 網 ：

http://cpce.tgst.edu.tw/p/40

4-1002-3611.php，電話報名：

(02)2396-4789#306。 

14. 台神主辦「敬拜與音樂」研習會 

台灣神學院主辦 21 世紀「敬

拜與音樂」研習會，節期禮拜「從

灰燼到火焰」，專題講座，聖詵節

慶，講員：金希文教授、駱維道

教授。時間： 4/27（六） 9： 00

～16：40，地點：浸信會懷恩堂。

報名費每人 300 元，報名截止日

期 4/20。聯絡電話：02-28822370

＃232 穆姊妹。 

15. 新書推薦：范鳳龍、紀守常繪本 

美好 腳蹤 繪本 系列 第八 本

《OKI 醫師范鳳龍》、第九本《飛

魚之島──達悟之父紀守常》，兩

本新書向兄姊推薦。 

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 請為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

人心的向善祈求，願主重新建造

我們。  

2. 願主為我們打開傳福音的門，讓每

http://evangel.pct.org.tw/
http://cpce.tgst.edu.tw/p/404-1002-3611.php
http://cpce.tgst.edu.tw/p/404-1002-36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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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兄姊都勇敢的向外、向內宣揚主

的名。 

3. 請為每一個頌讚團都有足夠的服

事同工，以及每一個頌讚團都有

充裕的時間參與每一堂頌讚禮拜

代禱。 

4. 為教會徵聘青年事工及教育幹事

禱告，願主帶領合主心意的同工前

來與我們一起同心服事。 

5. 張立人長老（張紀盈長老的父親）

於 3 月 16 日安息，3 月 27 日舉行

告別追思禮拜，願上帝賜福親自安

慰遺族。 

6. 林瑞隆牧師、盧俊義牧師身體欠安，

願上帝保守看顧，請兄姊代禱。 

夥伴教會消息與代禱 

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1. 為今年度團契事工代禱。 

2. 為今年度音樂培訓事工代禱。 

排灣中會榮原教會 

1. 為 2019 年新的事工。 

2. 為教會家庭禮拜小組聚會及同工

的裝備。 

3. 為教會培育年輕的同工及造就新

來的信徒。 

4. 為對外事工—關心社區弱勢家庭

與弱小教會。 

5. 為教會與社區的聯結及定期向社

區公園發福音單張。 

6. 為同工及弟兄姐妹靈命成長及委

身獻上感恩。 

活水泉教會 

1. 為活水泉教會購置會堂代禱。 

珍珠家園 

1. 珍珠家園的同工同心合意，持續

傳福音，教導聖經，帶領人做耶

穌的門徒。 

2. 鼓勵婦女參與中心活動的設計與

規劃，並提供服事的機會。 

3. 策劃更多有意義的活動，讓萬華

的婦女歸向光明，跟隨耶穌過聖

潔的新生命。 

4. 加強與在地其他非營利團體的合

作。 

5. 感謝主，已找到負責裝潢的專業

團隊，求主給我們智慧，用最少

的錢打造出最棒的設備。房租將

增加三倍，求主供應我們一切的

需要。 

6. 珍珠家園的講台以創世記的信息

分享。我們將嘗詴用藝術讓婦女

「進入」聖經故事。求主帶領更

多婦女來認識祂的話！ 

7. 目前在徵召一名具有社工背景的

同工。願天父為我們預備適當的

人選！ 

8. 同工的年紀偏高，求主保守我們

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東美中會石山、利吉教會 

1. 為國家、教會及部落信仰、身體

欠安及外出的家人代禱。 

2. 感謝祝夜梅長老奉獻 7,000 元，

為教堂購入新的十字架。 

3. 3/31(日)下午 2:00-5:00 東美中

會東河、縱谷、台東區教會於馬

但教會查帳，請同工攜帶奉獻週

報表、現金簿、收入/支出傳票、

月報表、存摺準時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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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禮拜後，請弟兄姐妹留步，練習

復活節獻唱詵歌。 

博愛手語教會 

1. 為台灣社會平安福樂代禱。 

2. 為今年度教會事工推展代禱。 

3. 為台灣手語聖經翻譯事工代禱。 

4. 為本會每主日禮拜臉書直播事工

代禱。 

5. 為眾兄姊每日抄金句決心代禱。 

6. 為長執、各小組、會友的工作，

家庭及服事代禱。 

7. 為新來的及久未來的兄姊關心代

禱。 

8. 為在國外讀書的青年關心代禱。 

9. 為善華、仟惠、正文及眾兄姊的

身體代禱。
 

追思Ⅰ 
序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告別日期 

1 劉趙秀瓊 1927/2/16 2010/6/5 

1 劉營義 1922/10/16 2009/8/15 

2 黃純儒 1908/4/27 1961/7/6 

2 葉冬月 1913/12/1 2009/4/20 

2 莊石斌 1906/8/13 1992/9/27 

2 莊陳淑女 1907/8/26 2006/1/26 

3 邱吳舜華 1921/3/12 1966/12/15 

3 邱槐榮 1924/8/3 2010/8/12 

3 黃游秀春 1919/11/9 2015/1/1 

4 郭李水蓮 1933/7/20 2012/3/13 

4 郭英俊 1933/6/12 1969/9/25 

4 羅秀惠 1964/6/15 1997/3/18 

5 王榮樞 1939/2/13 1999/2/25 

5 黃吳毛治 1915/9/7 1999/10/11 

5 黃博彥 1939/2/13 1975/11/23 

5 黃燕賀 1911/2/7 1982/3/2 

6 李彥君 1985/1/25 2009/4/28 

6 晏齊仲 1923/1/13 1994/7/24 

7 謝乃昌 1923/10/8 1994/5/2 

8 鄭敬修 1953/2/11 1996/3/16 

8 鄭錦城 1916/4/7 2000/2/24 

9 王張素貞 1928/1/1 2006/10/27 

9 王雲昌 1927/3/4 2016/2/27 

9 王玉慶 1882/3/1 1969/11/2 

10 洪葉月桃 1917/5/31 199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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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洪日昇 1909/11/30 - 

10 張蔡淑美 1928/8/19 2008/5/3 

10 蔡再生 1905/1/4 1997/9/30 

10 蔡李心愛 1906/11/23 1998/10/27 

10 張登旺 1926/7/16 2015/9/28 

11 張文魁 1963/12/10 1993/11/22 

11 蔡陳月碧 1936/11/7 1999/5/5 

11 蔡士上 1933/6/20 2018/9/13 

12 林張月 1910/10/28 1986/8/17 

12 陳王素葵 1915/11/1 1978/7/7 

12 陳全生 1909/2/14 1985/4/2 

13 蔡榮洲 1919/3/23 2002/11/18 

13 蔡賴鴛鴦 1924/3/6 2002/2/10 

14 廖本慧 1926/11/16 1999/8/22 

15 陳銘宣 1928/12/14 2002/12/20 

15 陳盧蜜 1930/4/24 2010/12/6 

16 盧江碧連 1927/11/3 2003/7/8 

16 盧鑒榮 1927/8/5 2009/11/3 

17 羅秋霖 1921/10/2 2003/7/30 

17 羅郭美華 1924/10/19 2017/12/14 

18 洪聰輝 1936/4/8 2004/12/25 

19 劉雲 1927/1/21 2018/6/14 

追思Ⅱ 
序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告別日期 

20 洪士山 1958/1/2 2006/11/29 

20 張賴陽菊 1931/12/1 2004/2/16 

20 張立人 1924/1/1 2019/3/16 

21 林龍彥 1940/7/27 2018/4/1 

22 賴善哲 1938/9/19 2018/3/25 

23 陳彭敏華 1922/1/11 1982/2/10 

23 陳新裕 1915/8/27 1989/12/18 

23 陳同仁 1945/6/24 1999/12/17 

24 林祥善 1925/3/16 2016/10/5 

24 莊岩 1938/2/19 1993/6/6 

24 曹國龍 1942/9/2 201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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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徐敬祥 1922/4/15 1969/12/1 

25 徐吳菊香 1924/5/7 2016/5/12 

26 東天下 1911/9/13 1986/12/12 

26 東姬紅芽 1908/9/4 2002/1/25 

26 買呂明貴 1918/5/20 2011/1/11 

26 買能通 1912/7/20 1997/12/31 

27 李俊山 1908/7/20 1973/8/13 

27 李曾勉 1906/10/2 1963/10/5 

27 張松源 1925/5/2 1978/2/21 

28 鄭陳淑文 1930/10/4 2012/10/19 

29 張錦陽 1940/12/31 2011/5/9 

30 梁燕珍 1914/12/3 2004/11/30 

30 梁陳冬蘭 1921/11/13 2018/4/25 

31 于君 1932/5/8 2010/2/10 

31 于林罔市 1934/1/1 1980/11/25 

32 林聲滔 1944/2/22 2013/6/27 

32 高優美子 1922/2/1 2012/2/11 

32 高贏清 1916/3/13 1981/1/1 

32 高巍和 1943/6/20 1997/4/2 

33 孫陳惠珍 1939/4/25 2010/6/6 

33 孫曉鐘 1931/8/19 2008/11/17 

33 陳楊綉菊 1915/7/23 1979/8/27 

33 陳嘉濱 1909/9/18 1993/3/15 

34 洪清榮 1930/12/30 2009/10/21 

35 許波 - - 

35 許等成 1912/0/0 - 

35 許周素雲 1915/0/0 - 

36 蔣道國 1925/5/22 2007/7/25 

36 林祥瑞 1933/2/3 1982/4/10 

37 許彰卲 1938/2/3 1998/9/30 

38 黃阿粉 1922/9/27 2012/2/17 

38 廖阿萬 1917/9/2 2005/11/19 

39 林姚幼 1910/6/15 2003/9/6 

40 陳石樹 1882/7/1 1949/7/7 

40 黃鵠 1902/5/20 199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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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程仲惠牧師 

我們都是上帝的羊 

經文：馬太福音 18：12－20       文字整理：張文珊、林仁惠  
 

這段經文我們從小到大都非常

熟悉，無論在主日學還是團契聚會

中，都會運用這段經文來作分享。

《路加福音》15 章也有記載同樣的

比喻，敘述內容大同小異，都是說

有一百隻羊，其中一隻不見了，牧

羊的人把牠找回來後非常開心。 

從這個角度看，路加跟馬太同

樣都是在敘述失去羊，而把牠找回

來的喜樂和平安；但是在聖經學者

的研究裡，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們認為《馬太福音》是寫給猶太

人的，他們希望能夠讓猶太人知道

耶穌就是舊約預表的彌賽亞，耶穌

來到這個世上是為了把失落的百姓

再一次找回來，所以《馬太福音》

的失羊比喻是對內來講，表達耶穌

要在猶太人當中把迷失的羊找回

來。 

而《路加福音》的角度不一樣，

《路加福音》是為外邦人所寫的一

封信，作者路加醫師是外邦人，收

信人提阿非羅也是外邦人。所以，

《路加福音》記載這個比喻，是要

往外去找非猶太人的人，讓他們成

為上帝的百姓。像這樣一個是往內

找，一個是往外找，聖經學者認為

這是不一樣的。雖然是同樣的比喻，

但是二者的方向及意義是完全不同

的。 

聖經學者這樣的研究提醒是很

好的，讓我們知道教會在傳福音上，

當往外去傳福音時，也必須注意我

們當中所流失的兄姊，把他們勸勉

回來。不過，我們經常往教會外面

看，也往教會內部看，卻忘了往自

己的內心看，或許我們就是那第一

百隻羊。所以這個比喻，也可說是

「失去一隻羊」的比喻。如果我們

是那第一百隻羊，上帝是怎麼看我

們的呢？聖經說，牧羊人發現他失

去第一百隻羊時，他很辛苦的去把

牠找回來。 

我想很多人都會懷疑這個比喻

太不合常理了，你失去一隻羊，竟

然把九十九隻羊放著去找那隻羊。

當你回來的時候，那九十九隻羊如

果不見了，損失不是更大嗎？所以

有些人會去質疑這個失羊的比喻到

底對不對？有沒有控制損失這樣的

概念呢？很多人會用企業化、管理

的概念去看這個比喻，認為這樣是

不合理的，沒有人會這樣做。但問

題是，耶穌講這個比喻是指什麼說

的？是指“人”說的，「羊」代表是

人。如果用人的角度來看這個比喻，

可能就不會覺得這樣的比喻荒唐

了。 

以前我曾經帶教會的松年團契

去參加一個中會活動。活動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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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我們就到附近的景點一日

遊。在回來的路上，我們到了一個

休息站，就讓長輩們下車活動活動

筋骨，購買一些伴手禮。結果，到

了要上車的時間，點名卻少了一個

人。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他。難道

我們要像以前的想法一樣，反正大

部分的人都到齊了，這個人隨便他

了，他自己想辦法回去，我們可以

這樣嗎？我想沒有人會這樣想，一

定會想把他找回來。所以，我先請

其他長輩們待在車上，然後帶著幾

個比較年輕的同工去找那位長輩，

最後在廁所找到他。因為年紀大了，

蹲下去就爬不起來了。我們把他帶

出來後，大家都好開心，沒有人責

備他。 

當我想到過去這個例子，我想

沒有人會去懷疑牧羊人為什麼要放

下九十九隻羊，去找那一隻迷失的

羊。不是他不在乎那九十九隻羊，

因為他把牠們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後才出去。牧羊人更擔心的是，那

隻迷失的羊會不會遇到危險？ 

我們的上帝就是這麼在乎我們

每一個人。不管我們在什麼樣的環

境裡，或遇到什麼樣的難處，我們

的上帝都希望把我們找回來。當我

們可以理解這個牧羊人的心情後，

再來從這隻迷失羊的角度來看這個

比喻。 

我們要想一想，這隻迷失的羊

到底是怎麼不見的？《路加福音》

並沒有說這隻羊是如何不見的，《馬

太福音》則很清楚記錄了這隻羊不

見的原因：「走迷了路」（出自和合

本翻譯）。為什麼牠會迷路？他可能

覺得那邊的晚霞更美就過去，去了

就回不來，就迷路了。我們也常會

遇到同樣的情形，找不到回家的路，

找不到回到上帝身邊的路。 

我在主持告別式時，如果喪家

不是全家都信主，在告別式結束後，

我一定會跟沒有信主的那個人說：

「你是上帝的兒女，你要回家。」

而對方幾乎都會跟我說：「等我有空

再去作禮拜，我現在很忙。」不同

的家庭、不同的人，對我的回答都

是一樣的。 

這群迷失的羊真的就是迷失了，

他們有更好的理想、願望和未來，

所以就離開了。在經文的 15～ 19

節，耶穌也提醒要如何面對失去羊

的這種情形。教會若是遇到迷失的

羊，應該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我

們最後再來探討。不過，這隻迷失

羊很有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很久以前，我在某個教會牧會

時，有一位同樣是牧師的同工，他

送給我一份禮物，一個小小的相框。

那個相框很特別，在素色的背景上，

有一隻用陶土燒成的立體羊。我當

時意會不過來，想說這到底是什麼

意思？他看見我很納悶，就跟我說：

「程牧師，你看一下相框後面的字。」

我翻過來一看，相框後面只有六個

字「去把他找回來」。我這才恍然大

悟，他用這個相框來述說迷失羊的

故事！ 

雖然這份禮物很沉重，但是這

個相框會不時出現在我腦海中，很

有啟發性。那位牧師可能是想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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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提醒我去把那些失去的

羊找回來。可是每次想到那個相框，

我都會想到說，其實我就是那第一

百隻羊，我應該不時把那個最初立

志要獻身給上帝的自己找回來。你

一開始有多愛主？有沒有把那最初

愛主的心給找回來？這才是最重要

的！ 

我們自己要跟上帝對正校正，

才有力量去把人找回來！如果自己

是站歪的，要如何跟別人說那是正

的？如果我的心是偏差的，要如何

把人拉回正途？所以當我想到相框

那隻羊，總是想到說，相框那隻羊

其實就是我，我應該不時把自己找

回來。我以前可能會很在乎上帝的

看法，不在乎人的想法。可是牧會

久了，我是不是也開始世俗化了？

只在乎人的臉色，不在乎上帝的旨

意了？ 

當我們剛進入教會時，會認為

教會裡充滿了愛。可是在教會久了，

卻發現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教會

好像沒有愛了。教會真的沒有愛嗎？

不是，是你自己的愛不見了！只要

把你的愛找回來，就會發現這仍然

是一間充滿愛的教會！ 

迷失羊比喻中的這第一百隻羊

其實是在講我們每一個人，就像前

不久安息主懷的郭東輝牧師（本會

郭惠弦長老娘的父親）。郭牧師在世

時，常引用《詵篇》139 篇 23～24

節：「上帝啊，求你察驗我，知道我

的意念；求你考驗我，洞悉我的心

思。求你看看我有沒有狂妄的思想；

求你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來勉

勵自己，要一生堅定依靠上帝，不

能偏左也不能偏右，只能走在真理

之上。他用這段經文來提醒自己就

是那一隻迷失的羊。當他能夠找回

自己的時候，他才有那個力量，才

有那個原則把人找回來。我非常感

動。 

今天的主題是「我們都是上帝

的羊」。我們都有可能是那第一百隻

羊。或許有人會覺得說，我有聚會

也常來作禮拜，不可能是那第一百

隻羊！但是在教會裡，上帝會讓我

們看見、聽見很多事，那些都是在

考驗我們會不會成為第一百隻羊。

我們都會認為自己不是，我是那九

十九隻的其中一隻。可是，那九十

九隻羊如果看到牧羊人把牠們放著，

很辛苦去找那一隻迷失羊回來，心

裡會怎麼想？好吧！你去找牠，等

你找回來也不看到我了。你那麼在

乎牠，那我也來搞失蹤，讓你也在

乎我一下。那麼，誰才是迷失的羊？

可能那隻迷失的羊回來之後，牠不

迷失了，反而是裡面的羊迷失了，

就像浪子的比喻，大家的角色互換

了！ 

每一個人都渴慕被愛，都希望

被接納、被肯定、被讚美，這是人

的本性。當一個牧師，他也希望被

肯定、被讚美，不是因為他愛慕虛

榮，而是人的本性就是這樣。就像

前不久，我大女兒生病，半夜燒到

40 度，牧師娘整晚都沒有睡覺在照

顧她。兩三天下來，小女兒就在一

旁默默看著。有一天，她跑到我跟

前說：「爸爸，媽媽是不是不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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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覺得很好笑，媽媽為什麼

不愛妳？媽媽一樣很愛妳，只是因

為姐姐生病了。我們都認為自己是

九十九隻羊的其中一隻，可是當我

們遇到考驗，可能就會讓我們變成

那第一百隻羊。 

聖經告訴我們，要去愛別人。

我們渴慕被愛是天性；但是去愛別

人，付出我們的關心，是需要學習，

需要被上帝所感動。因著上帝的感

動，我們才能夠違反人性，去學習

付出。《使徒行傳》20 章 35 節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們在教會

裡，不只不要成為那第一百隻羊，

更要成為那位牧羊的人，去把迷失

的羊找回來。 

我們要成為一個付出的人，一

個懂得去愛人、去關心別人的人，

而不是等著被愛。不是只有關懷組

才懂得去愛、去關心，是每一位兄

姊都去愛、去關心。把自己當作是

上帝所差派的牧羊人，去把迷失的

羊找回來，那才是上帝所要的。 

最後，如果真的在教會裡遇到

那一隻迷失的羊，我們應該怎麼去

面對？ 

在經文的 15～19 節，耶穌提到

了要如何去面對失去羊的作法。有

些教會會用很嚴格的角度去詮釋這

段經文。像早期長老教會會說，要

禁他聖餐，因為他違反了良知道德，

屢勸不聽，不然就是叫他離開教會。

但是我們今天詴著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要如何去幫助迷失羊能重新

回到上帝的羊圈來。 

第一，在 15 節所提醒的，我們

看到迷失的羊應該要去關心他，並

且私底下去提醒他，讓他能夠重新

回來。如果去問一個基督徒說：「你

為什麼會信耶穌？你為什麼要洗

禮？」通常所聽到的答案，大概百

分之九十九以上，不會告訴你說：

「因為我把三位一體的神學弄清楚

了所以才來信耶穌。」或是「因為

我終於能夠證明耶穌復活了，所以

我來信耶穌。」從來沒有聽過有人

願意洗禮信耶穌，是因為弄通了這

些神學的概念。大部分的人都會說，

因為他在教會裡遇到了愛，他在基

督徒身上看見了上帝，所以願意來

信耶穌。 

同樣的，對於迷失的羊，也是

要讓他在我們身上看見上帝的愛，

他才會迷途知返，所以是愛讓迷失

的羊願意回來，而不是嚴厲的指

責。 

第二，在 17 節講了一個非常嚴

格的原則，可是重點不是要按照字

面意思去嚴格執行，而是我們應該

堅持教會的原則。有時為了讓迷失

的羊回來，我們要講愛，可是愛到

一種程度就會發現教會反而失去了

原則，失去了方向。這樣對嗎？ 

什麼是教會的原則和方向？是

聖經。不是迷途羊的想法。所以，

17 節講的是聖經的原則，堅持教會

的原則，堅持聖經的真理。雖然要

勸勉你回來，可是我們不會為了讓

你回來就放棄原有的原則和立場。

那才是一個教會應該有的態度！至

於說要禁聖餐，要戒規什麼的，那

都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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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曾遇到一位很年長的長

輩被禁聖餐，結果他就跑到別的教

會去，等到禁他聖餐的牧師離職之

後才又回來。新的牧師來有禁他聖

餐嗎？沒有。那麼，那段禁聖餐的

日子代表什麼意義？其實沒有什麼

意義，因為沒有徹底去執行，就變

得沒有意義了！ 

第三，19 節提到：「同心合意

地祈求。」當我們願意同心合意為

迷途的羊禱告時，上帝就會帶領他

回來。就像浪子的比喻，父親每天

在家裡等他，有誰去跟浪子說嗎？

上帝有派先知去跟他說嗎？沒有。

上帝只是改變他的環境，讓他沒有

錢花，想吃豬的豆莢都沒得吃，自

然就會想到要回去找老爸，至少不

會餓死。他就回來了！這不是說，

我們要為每隻迷途的羊禱告讓他活

不下去。不是！ 

現在的臉書真的很有趣，三不

五時就跳出說，建議你跟某人成為

朋友。前不久就跳出一個我覺得非

常熟的名字，我想說應該是我三十

幾年前的同學，就點開他的資料看

看，果然沒有錯。我加他為臉書好

友之後，就打電話給他說，很高興

跟你聯絡上了。他以前是基督徒，

也知道我是基督徒，只是不同教會

沒有那麼熟。我說我現在在台北，

他說他也在台北。我想去跟他見面，

他就問我，你在做什麼？我說我在

當牧師，他說他在做生意。我馬上

說，那我去找你聊聊天，希望有機

會你也能夠來教會禮拜。他卻跟我

說，你冷靜一下。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你來，要跟我講什麼都可以，

但是唯獨不要講信仰。所以，換我

跟他說，你冷靜一下，我先禱告一

下我再去找你好了。 

我到現在還在為那位同學禱告，

我希望上帝能夠感動他。他不只是

基督徒，他的父親是牧師，他的名

字是有信仰含意的一個名字。我看

到這位同學時，我會擔心什麼？我

不是擔心他，我是擔心我的女兒，

會不會有一天也跟他一樣，也離開

上帝了。我是牧師，跟他爸爸一樣

是牧師，他兒子離開了，那是不是

有一天我女兒也會離開？所以，我

不只為他禱告，也為我的女兒禱告，

希望她們可以持續這個信仰，讓我

的家庭能夠一代接一代站在上帝面

前服事祂。 

我禱告求上帝能夠讓我的同學

被改變，等到上帝感動了我，上帝

動工在他的生命的時候，一定會告

訴我，我就要去找他，邀請他到我

們教會來作禮拜。但是現在是禱告

的時候，而不是人去跟他講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遇到迷途的羊，要先

為他禱告。在跟他說話之前，先跟

上帝講。由上帝去跟他講過後，我

們再去跟他講，那樣子效果才會

好。 

今天我們看到這段經文，要重

新再一次去思考自己。自己是不是

那第一百隻羊？如果不是，感謝主！

接著我們要進一步，要成為那個牧

羊的人，把周圍那些迷失的羊找回

來，這就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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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園地 

第十三課 生與死的抉擇 

▓經文 申命記 6：1∼9；30：15∼20；利未記 19：11∼16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知道人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就是信靠上帝。 

▓金句 「選擇生命吧！你們和你們的子孫就能存活。」（申命記 30：19b）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 

    平安。 

今天（公元 2019 年 3 月 31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生與死的抉擇」，研

經範圍是申命記 6：1∼9；30：15∼20；利未記 19：11∼16。在詵歌歡唱時間，

我們吟唱了台語詵歌〈上帝鴻恩講𣍐盡〉及華語詵歌〈遵行上帝的誡命〉。 

本日的研經信息藉由摩西傳達上帝的話，告訴以色列人要遵守上帝的律

法，也多次提到要以色列人敬畏他，要全心、全情、全力愛上主─你們的上

帝，因為他是以色列人的上主，若他們遵行上帝的律法就能順利的進入迦南

地，反之擇自取滅亡。就如同今天金句所說「選擇生命吧！你們和你們的子

孫就能存活。」（申命記 30：19b）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幼兒級的學生使用畫面的對比讓幼兒理解「選擇

生命」的意涵為何。初小級時使用經文填空加深學生對於今日信息內容的印

象。在中小級和高小級製作經文小盒子及查經，讓學生知道遵行上帝律法可

得著生命。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級使用情境題讓幼兒知道，上帝的律法不只

是在舊約或新約時代，更要在生活當中落實出來。在高小級的時候讓學生欣

賞張淑蘭女士的演講影片，讓學生從她的生命中去了解，張淑蘭女士藉由她

的專業幫助她的病患不只是在身體上得到康復，更讓他們的心靈得到餵養和

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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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講道台到解剖台
蔡尚穎

我父親安息後，在他的枕頭下

找到多年前預立的遺囑，他以初傳

教時，因會友對他中傷萌生退意，

卻有故鄉台南市民族路教會長輩鼓

勵他的話作為遺訓，哥林多前書 15

章 58節「親愛的兄弟姊妹，著徛在，

呣通搖動。著常常盡力為主做工，

因為恁知為主著磨做工一定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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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然後依其願追隨我母親捐贈

遺體供台北醫學大學病理解剖研究。

整整六個月後，2019 年 3 月 14 日

當天舉辦病理討論會，因早年我答

應父親，他過世後寫一篇文章紀念

他，因此以本文作為當天家屬的致

詞，也讓所有對他認識或陌生的人，

知道有一位在台灣傳教 38 年，想成

為牧師，因為長老會規定，卻無法

主持一場聖餐，無法為任何一位因

他信主的基督徒洗禮的長老會宣教

師，他平凡的一點點理念。 

****************************** 

今天 (2019.3.14) 的病理解剖

討論的個案是我的爸爸—蔡士上。 

謝謝今天在北醫附屬三院所有

來參加的醫師、同仁與同學，在醫

院中幾乎要淹沒大家的眾多臨床討

論與教育研討會中，這只是其中一

個可能以後大家都會忘記的「會」，

但因為他囑咐不辦任何追思禮拜或

儀式，所以這個「會」算是我和他

父子一場真正的告別式，因此我代

表我們家屬深深感謝您的蒞臨。 

2018 年 6 月他已不良於行，在

85 歲生日家庭餐會上他祈求上帝

「雖然我老了，沒力了，求你還有

工作給我做！」。所以躺在解剖台，

就是他在世間的最後一件工作了，

越多人來，無用的軀體可以發揮價

值越多，我相信他應該會越開心。 

他誕生在日據末期，父親蔡培

庭是日治時期台南市議員所以家境

優渥，光復後雖沒落，但又有親叔

蔡培火的庇蔭讓他擔任公職。但是

為回應倍加運動快速增加傳道者，

他去讀台南神學院附設的聖經書院，

1961 年他走出家門，自詡如亞伯拉

罕離開故鄉，踏上長老教會的講道

台做宣教師，帶著我們一家在雲嘉

南的鄉間傳教 38 年，功與過、成與

敗就全部交由上帝裁量，不在此贅

述。而與大家分享他的理念，從小

他除了要我恪守「無事無惹事，遇

事不怕事」蔡家祖傳家訓外，也要

我們盡量「不要麻煩別人」。因為他

深知身後事會麻煩很多人，所以遺

囑特別交代，死後不用辦任何儀式，

也不勞煩親友來為他送行，火化後

就直接放在母親骨灰罈旁邊即可。 

因此，從他安息走下生的講道

台，到躺在萬芳醫院的解剖台時，

才請程仲惠牧師來為他一生禱告感

謝上帝如此而已。我也相信越簡單

才會越符合他心意。 

在學校，我始終鼓勵學生閱讀

傳記文學，我自己也讀過無數的傳

記，再偉大的人也都只能變成一個

故事，每個故事或長、或短、或精

彩、或無聊，都能學到主角的勇氣

與智慧，因此我把他一生也算是我

的成長過程縮成 7 分鐘的影片，放

在 YOUTUBE 來紀念他，有興趣的人

可以掃描來看。 

散會後，你我又將開始寫自己

的故事，深切期盼我們都能繼續淡

淡的發揮著影響力！願上帝與大家

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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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晚上，我聽到了 
蔡尚穎

身為精神科醫師已經 30 年，每

年在北醫醫學系高年級教精神醫學

的症狀學也教了 25 年，真正的聽幻

覺定義是：耳朵聽到外界不可能存

在的聲音，可再區分現實感完整者，

可以自己區辨是幻覺；現實感有障

礙者會確信真有此聲音，甚至與它

對談者，通常是精神病徵兆。 

我父親過世前一天，從來是一

夜好眠的我，照例在深夜一點多就

寢。應該在兩點多，我突然醒來，

清楚地聽見客廳傳來有約五六個女

子合唱的聲音，唱著我沒聽過的歌，

也分不出是用何種語言，輕輕柔柔

很好聽，但是我嚇了一跳，因為我

突然發現「我有聽幻覺」，不可能在

寂靜的木柵，隔著房門客廳會有這

種歌聲，我一直睜大眼睛，確定是

否是天花板吊扇的聲音，但不是電

扇的聲音。過不久我睡著了，第二

次醒來，又是這持續的歌聲把我吵

醒，我再注意聽，確定聲音來自客

廳的地方，坦白講因為我知道是幻

覺，所以沒有起來看，此外也有一

點怕。後來歌聲停止，我又睡著。

第三次我又醒來，這次是 Ani(照顧

父親的外籍看護)打電話來，緊張的

說 ：「 阿 公 沒 有 呼 吸 ， 叫 不 醒

了！……」我在凌晨這通電話吵醒

後，直到中午最後安頓好父親的遺

體到北醫的太平間，我已經完全忘

記半夜聽見的歌聲了。當天下午，

我照例主持病房的團體心理治療，

幾個思覺失調症病患在討論自己聽

幻覺的內容時，我突然才想到，我

昨晚也有聽幻覺。 

睡眠前後會有聽幻覺，正常人

也偶而會發生，在精神醫學領域並

非奇異的現象，只是我無法解釋過

去的 55年來我從未有這樣的經驗，

父親過世後迄今已半年，偶而半夜

醒來，因為口乾要喝水或者就是要

上廁所，雖然我想再聽到一次，但

也未再聽見這聲音。所以要我如何

看待在父親過世前聽到的聲音呢 ?

我無法用我全部的知識解釋，這學

期開學後，我再一次教學生何謂聽

幻覺，我告訴學生我的聽幻覺經驗，

但我告訴他們:科學有極限，科學人

必須要謙卑自己智慧的不足，所以

那個晚上，我聽見了---要帶我父親

去天上，天使的聲音。你認為呢? 

台語禮拜 
讚美：聖歌隊 

 
前
まえ

へ(Mae-e)（向前邁進） 
覚えているあなたの暖かな手を 

覚えているあなたの優しい声を 

我記得你溫暖的雙手 

我記得 你溫柔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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覚えている 

あなたの真っ直ぐな眼差しと静かな祈りを 

 

目を閉じれば 

あなたと過ごした時のことを 

あなたと共に歌ったことを思い出す 

 

音楽の終わりが 

あなたとの別れではない 

音楽がまたよみがえるように 

何度でも何度でもあなたを思い出そう 

 

覚えているあなたの大切な夢を 

覚えているあなたの明日に向けた笑顔を 

 

あなたとの思い出を胸に 

一歩一歩前へ 

毎日の喜びと悲しみを抱きしめながら 

一歩一歩前へ 

 

一歩 一歩 前へ 

我記得 

你率真的神情和靜默的祈禱 

 

只要闔上眼 

尌會想起與你共度的時光 

以及與你一同歌唱的往事 

 

音樂的終了 

並非是與你的訣別 

如同音樂將再次甦醒 

我永遠永遠都會想起你 

 

我記得 你寶貴的夢想 

我記得 你迎向明天的笑容 

 

心懷著對你的思念 

一步一步 向前邁進 

懷抱著每天的喜悅與悲傷 

一步一步 向前邁進 

 

一步一步 向前邁進 

 

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 
 

American Folk Meloday 

John Newton 作詞 

蔡昱姍編曲 

I once was lost,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1.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2.'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1.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2.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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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3.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was grace that brought me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4.When we've been t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d first begun.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Amazing grace!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寶貴 

 

3.許多危險試煉網羅 

我已安然經過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 

更引導我歸家 

 

4.將來禧年聖徒歡聚 

恩光愛誼千年 

喜樂頌讚在父座前 

深望那日快現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奇異恩典 

 

頌讚上主：和撒那頌讚團 
 

前來敬拜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前來敬拜永遠的君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大聲宣告主榮耀降臨。 

榮耀尊貴，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贖， 

榮耀尊貴，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祢是配得我的敬拜。 

榮耀尊貴，美麗無比，神的兒子，耶穌我的主， 

榮耀尊貴，美麗無比，神的兒子，耶穌我的主。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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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每一天我需要祢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需要更多祢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我需要祢，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我需要祢聖靈如雨降臨， 

這是我的禱告，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愛祢，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賜福與你 

 
願主的恩惠慈愛與你同在，願主的靈時時圍繞， 

恩典降下，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獻上感恩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尌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 

 

2019 年每週讀經進度 

△3/31(日) 台灣聖經公會耶利米書 42：1-22 

△4/1(一) 台灣聖經公會約翰福音 11：1-27 

△4/2(二) 台灣聖經公會約翰福音 11：28-57 

△4/3(三)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4：1-14 

△4/4(四)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4：15-24 

△4/5(五)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5：1-10 

△4/6(六)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5：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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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12 週（2019 年 3 月 24 日） 

一 月定奉獻： 14 筆 59,800  元 

二 禮拜奉獻： 6 筆 19,510  元 

三 感恩奉獻： 11 筆 42,900  元 

四 慈善奉獻： 25 筆 50,400  元 

五 對外奉獻： 

    

 

為士林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台南神學院奉獻： 6 筆 14,800  元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珍珠家園奉獻： 1 筆 6,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1 筆 1,000  元 

六 對內奉獻： 

    

 

為少年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兒童主日學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3 筆 4,000  元 

 

為松年團契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聖歌隊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漁網團契奉獻： 1 筆 500  元 

合計: 

  

2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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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