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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9 年 5 月 5 日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洪雅恩姊妹 

司禮：陳立威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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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4 司禮 

聖   詵 21 首「主，祢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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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篇（聖詵 1035 頁） 司禮 

讚    美 慈愛恩主榮耀真神 聖歌隊 

聖    經 

 

 

列王紀下 5：1—27 

(台語漢字本舊約第 401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舊約第 444 頁) 

司禮 

 

 

講    道 三個僕人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詵 510 首「殷勤做工，無嫌勞苦」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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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5 日上午 10 點 

 

主禮：廖國瑞傳道師 

司禮：馬金生長老 

司琴：劉明輝師丈 

領詵：陳玉瑛老師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詵篇 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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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撒母耳記上 1：4—20 △司禮 

獻    詵  丹耐夫弟兄家 

講    道 感同身受 主禮 

回 應 詵 每天的禱告 △會眾 

公    禱  司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張皓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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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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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19 年 5 月 5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亞薩頌讚團 

頌讚上主 

1. 我的救贖者活著 

2. 任何的環境都不要懼怕 

3. 活出愛 

會眾 

禱    告  主禮 

報    告  主禮 

介    紹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聖    經 列王紀下 5：1—27 主禮 

講    道 三個僕人 主禮 

禱    告  主禮 

回 應 詵 活出愛 會眾 

祝    禱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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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召開臨時長執會及小會  

今日召開臨時長執會及小會，

長執會邀請各團契會長及機構首

長列席與會，禮拜後請到教育館二

樓參加會議。12：00 各組先報告

用餐，12：40 由牧師主持長執會

議。 

2. 本週六（5/11）青年團契聚會  

本週六青年團契聚會主題為

「阿歆師母親節特別企劃」。歡迎

有興趣的兄姐參加，詳情請搜尋粉

絲專頁「台北東門教會青年團契

H2」。 

3. 下週日母親節主日學獻詩  

    下週（5/12）主日禮拜，兒童

主日學小朋友請於早上 9：10 於教

育館 3O1 教室集合，準備當日母親

節獻詵表演。 

4. 兒童營教材研習  

5/11 日 9：20～12：30 台北

場教材研習營，將在台北東門教會

舉行，針對六年輪主日學教材、

2019 年暑期兒少營教材介紹與示

範教學，歡迎主日學老師及有意願

參與東門教會 2019 暑期兒少營的

老師參加，每人費用 300 元，由東

門教會教育組負擔，請於 5/5 日前

向辦公室報名。 

5. 2019 暑期兒童少年營招生開跑 

2019 暑期兒童少年營招生開

跑！2019 暑期東門兒童少年營將

於 7/1～7/6 展開，為期六天，今

年主題是「愛是生命的契機」，從

聖經訊息看生命的轉變外，也介紹

曾經在台灣深耕的不同國籍專業

人員，例如徐賓諾與紀歐惠、畢嘉

士、黎安德等，在上主的契機中，

將愛轉化成一股力量，讓在台灣這

塊土地上的居民看見盼望，非常值

得小朋友來參與！教會有印製傳

單報名表，歡迎會友踴躍協助推廣，

另 有 線 上 報 名 網 址 

https://forms.gle/FAkd47uCrc 

8vpAa18，以及 QR code 連結如下，

歡迎多加利用！ 

 

6. 2019 暑期兒童少年營師資召募  

2019 暑 期 東 門 兒 童 少 年 營

2019 暑期東門兒童少年營將於

7/1～6 展開，為期六天，需要會

友及教會青年踴躍參與師資同工，

例如會前照顧、合班主理、歌曲教

唱、歌曲伴奏、帶班老師、助理老

師、戲劇發表、發表會主持人等，

相關工作都詳載於營隊同工意願

調查及工作表，請大家到辦公室洽

芭奈幹事索取報名單！ 

7. 2019 全教會心靈與服事講座 

年度主題：從內建造，從心

出發。全年四次課程時間及講題：

（5/19）服事者的內在圖像與心

靈條件；（8/18）團體服事與生活

的靈性基礎；（10/20）祈禱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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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會服事的核心價值觀與基

本態度；（11/24）世代交替、薪

火相傳。歡迎全教會眾會友預備

心踴躍參加。欲參加者可至辦公

室免費報名，方便訂餐統計。 

上課提供講義，鼓勵會友準備以

下兩本參考書籍：（1）忙的話先

靜下來（$200/本）；（2）不再當

無助的助人者（$150/本）。 

另外推薦書籍一本，靈修大師的

365 個生活智慧（$350/本）。欲

購書者，可至辦公室登記。登記

日期到 4/28 日止。5/5─5/12 發

放書籍。 

8. 5/14 星中舉行母親節慶祝會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於訂於

5/14（二）下午 1:30～4:00 在本

會擧辦第 64 屆母親節慶祝會，敬

邀兄姊陪伴母親或多代同堂共同

參與，一起來歡慶溫馨的佳節。請

向姊妹團契報名參加。 

9. 星中松年部感恩禮拜  

2019 星中松年部感恩禮拜，

邀請蔡茂堂牧師專講，題目：善終；

時間：5/13（一）10：00～12：00，

9：30 報到，地點：大安教會，報

名費：每人 100 元，報名截止日：  

5/6 日，欲參加兄姊請向松契會長

或到辦公室報名。 

10. 失物招領在辦公室請認領取回  

教會整理會友遺失物品，放

置在禮拜堂辦公室失物招領箱內，

遺失物品有衣服、手錶、雨傘、

帽子、圍巾、手錶、鎖匙、保溫

瓶、悠遊卡等，請兄姊到辦公室

認領取回。 

11. 主日禮拜後請確實清理碗盤  

  主日禮拜後，各團契用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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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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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約拿書》查經手冊歡迎索取  

由原民堂聖經研究小組所編

寫的《約拿書》查經手冊，已編

印完成，需要的兄姊可以到辦公

室索取。 

14. 藝心弦樂四重奏演出  

    藝心弦樂四重奏獲邀參與

誠品室內樂音樂節演出，將於

2019 年 5 月 25(六)19:30 在誠品

表演廳舉行音樂會，票價有 400、

600、800(最低票價恕不折扣，其

餘票價成人可享八折優惠、學生

可享七折優惠)。誠摯邀請各位兄

姊蒞臨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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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 為暑期兒童營的事工代禱，願主帶

領我們所需要的同工及服事人員

參與在 7/1～7/6 的營會之中。 

2. 為 5/12 母親節主日禮拜禱告，願

主感動兄姊帶著家人一起來敬拜

上帝，共同領受上帝的祝福。 

3. 願主帶領每位兄姊，都能經歷神的

恩典和能力，並願意開口來為主作

見證。 

4. 願主將合祂心意的副牧帶到我們

中間，與大家一起同心服事。 

5. 楊石助長老（楊瓊音姊妹的父親）

於 4/21 日安息，已於 4/27 在台南

鹽水教會舉行告別禮拜，願上帝賜

福安慰遺族。 

6. 鄧哲明弟兄（劉聖美姊妹的先生）

因肺炎住院，目前已出院回家療養，

請兄姊為他禱告。 

7. 林一忻弟兄、張琪翊姊妹喬遷新居

已於 4/25 日舉行感恩禮拜，願主

賜福他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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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林珍珠牧師的身體禱告。 

2. 為長老們的服事禱告。 

3. 為青年團契帶領禮拜禱告。 

4. 為第三次長執定期會議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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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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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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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2(日 )禮拜後有母親節愛筵，

請各戶備一道菜，前往王鐘菊妹

姊妹家共餐。 

3. 5/5(日 )禮拜結束後，下午 1:30

召開長執同工會，與許夏賓牧師

討論 石 山 暑期 兒 少 營會 相 關 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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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講道—程仲惠牧師 

祭祀與憐恤 

經文：馬太福音 9：9－13      文字整理：陳杰瑋、林仁惠  

 

今天的這段經文非常有意義，

告訴我們上帝最基本的中心思想─

─上帝所要的，是一顆良善、憐恤

的心。我們一生在教會生活，也願

意接受上帝的呼召成為祂的兒女。

在這樣的宗教信仰裡，上帝設立了

許多的祭祀禮典讓我們來遵循。就

像舊約《利未記》和《出埃及記》

所記載的，上帝透過摩西設立了很

多條例和獻祭儀式，為的是要讓以

色列百姓能夠更加認識祂。因為每

一種不同的獻祭，例如：燒化祭（燔

祭）、素祭、平安祭、贖罪祭、贖過

祭（贖愆祭）等，不同獻祭的禮儀，

都代表了我們跟上帝不同的關係。

所以透過不同的祭祀，其實也是每

個人跟上帝重新建立新的關係，再

次拉近我們跟上帝的距離。 

在舊約時代是獻祭，到了新約

時代，則有洗禮和聖餐。透過每一

次的聖餐，再次拉近我們和上帝的

關係，讓我們跟耶穌基督正確地連

結在一起。所以說，宗教禮儀和祭

祀的過程，對於基督徒來講是好的；

其他宗教也是一樣，會設立很多的

宗教儀式。有趣的是，不管哪一個

宗教所設立的宗教儀式，都會有一

些禁忌和規矩，人若犯了，就會有

化解的方式，來化解不小心犯了的

禁忌，重新得到平安。 

在舊約裡也有類似的做法。《利

未記》第 11 章 39～40 節說：「可吃

的動物如果死了，誰摸到牠就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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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到傍晚。人吃了牠的肉，必須

把衣服洗滌乾淨，但他仍然不潔淨

到傍晚。凡搬動屍體的，也要洗滌

衣服，但他仍然不潔淨到傍晚。」

聖經很強調一些禮儀，藉此跟上帝

建立關係，但也透過憐恤和憐憫，

再次看見上帝的愛。 

今天我想用「祭祀與憐恤」跟

大家分享。祭祀與憐恤，是一體二

面，存在我們的信仰當中。當一個

儀式進行久了，我們很容易只在乎

表面的程序，而忘了當時設定儀式

的精神。就像上帝頒布十誡，到了

現在，我們會覺得十誡好像綁手綁

腳的，有很多限制。人常常都想要

自由，但是自由如果沒有原則、限

制的話，就沒有人可以擁有自由。

而上帝頒布十誡，最主要是愛祂的

百姓，透過遵孚十誡，讓人們能夠

得到上帝恩典的帶領。只是久了之

後，大家就忘了當初設立這些律例

或誡命的意義。例如十誡的第四誡

是要遵孚安息日，可是到了耶穌的

時代，安息日已經變成一種綑綁和

重擔。原本上帝告訴祂的百姓，六

天要辛苦工作，到了安息日那天，

就好好休息，放鬆身心，來敬拜上

帝。在耶穌的時代，法利賽人已經

改變了對安息日的做法。 

《馬太福音》第 12 章記載耶穌

的門徒經過麥田時，因為肚子餓便

摘了麥穗來吃，結果法利賽人就責

備耶穌說，你的門徒做了在安息日

不准做的事。法利賽人想要”顧好”

安息日，這已經違反了上帝的初衷。

耶穌引用了《何西阿書》第 6 章 6

節，說：「上帝喜愛憐恤，不喜愛祭

祀。」（和合本翻譯）上帝喜愛百姓

認識祂，勝過獻祭。原來在舊約時

代，先知已經在提醒百姓，上帝喜

愛憐恤，而不是祭祀；到了耶穌的

時代，耶穌還在呼籲同一件事。這

就表示舊約時代的百姓和新約時代

的百姓都沒有改變。今天如果我們

的上帝仍然在呼籲祂所要的是憐恤，

而不是祭祀的話，就表示千年後的

基督徒，仍然沒有改變。 

在今天的經文裡，法利賽人想

要顧好他們的傳統，就是不能跟稅

棍和壞人一起吃飯。當法利賽人在

質問耶穌的門徒時，耶穌聽到了就

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

人才用得著。」然後又說：「上帝喜

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到了第 12

章，法利賽人直接質問耶穌，耶穌

用同樣的話提醒他們上帝喜愛憐恤，

不喜愛祭祀。 

當時，耶穌呼召馬太，在《路

加福音》第 5章 27～32節也有記載。

在《路加福音》中，馬太的名字叫

做利未，說他馬上撇下所有的一切，

跟隨了耶穌，而且大擺筵席，邀請

了其他稅棍跟耶穌一起吃飯。法利

賽人看到，就質問門徒說：「為甚麼

你們的老師跟稅棍和壞人一起吃飯

呢？」這些法利賽人，要的是什麼？

就是祭祀的禮儀，堅持那些傳統規

定。今天，我們在教會是不是也堅

持某些傳統規定？尤其是長老教會，

為什麼會被笑是又長又老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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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堅持了很多的傳統。這些

傳統原本是好的，但是堅持久了之

後，已經忘記當時傳統設立的原意，

以至於我們被自己的傳統綁住。我

們好像真的沒有辦法脫困，除非邀

請耶穌進入我們教會。 

今天我們就從這段經文，再次

來看耶穌怎麼邀請馬太來跟隨他？

在二千年後，當耶穌邀請東門教會

來跟隨他時，我們要學的第一個功

課是什麼？耶穌告訴法利賽人：「健

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

得著。」耶穌用健康和生病來比喻

人的心靈狀況。大家都很注重自己

的健康，可是當講到信仰和靈魂時，

我們有沒有意識到，我們需要向著

我們的上帝來校正自己？我們有沒

有重新反省自己的信仰是否符合上

帝所要的方式？還是只是期待上帝

符合自己所要的？如果我們只是期

待上帝符合自己所要的，那我們的

信仰、靈魂是真的生病了。但是如

果我們像馬太一樣，願意謙卑認為

自己是病的、不完全的，是個罪人，

需要耶穌的呼召，而自己也願意放

下一切來跟隨主的時候，反而是健

康的。真正病的，其實是法利賽人，

問題是他們病了，卻不知道自己病

了。 

二千年前的法利賽人，一開始

就是那樣子嗎？不是。那是從什麼

時候開始變成那個樣子？當他們被

滅國，聖殿也被毀掉的時候，終於

有點覺醒，知道自己得罪上帝才謙

卑下來，直到上帝恩典降臨到他們

身上，才有機會從國外回到聖城，

重新建造聖殿，也開始遵孚上帝的

教導。但是遵孚到最後，他們把自

己放到另一個極端，開始在另一個

極端得罪上帝，覺得自己是一個健

康的人。他們本來是有罪的，但因

著上帝的恩典，他們變成上帝所喜

悅的人之後，卻開始看不起有罪的

人、社會的邊緣人。 

今天的時代也有這種情形。有

一間傳統教會，原本只有台語堂禮

拜，很多兄姊都希望能設立華語堂

禮拜，他們爭取了很久，終於教會

的牧師、長執同意了，開始設立華

語禮拜，用敬拜讚美的方式來敬拜

上帝。這些兄姊很開心，也因著敬

拜讚美的方式，開始有新的人進入

教會。有一天，一位新妹姊進入教

會，她很感謝主，於是在敬拜讚美

禮拜中，當場就跳起舞來。大家看

到這種情形都安靜下來，不知如何

面對這位姊妹，便問牧師該如何處

理。 

牧師首先問說，那位姊妹開始

跳舞時，是不是開始唱歌的時候？

大家說是啊！牧師再問，敬拜讚美

結束後，她是不是就停止跳舞了？

大家說是啊！牧師就說，有問題的

不是她，是我們。是我們的敬拜讚

美讓她如此放得開，就像大衛跳舞

讚美上帝，是應該的、合宜的，為

什麼要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她？牧師

也提醒華語堂的兄姊，當時台語堂

的兄姊這樣看待我們，我們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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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也這樣來看待這位姊妹？有問

題的是我們！ 

從這件事，讓我們再次看見，

一個人要承認自己的信仰出了問題，

真的不容易，而且很需要被提醒。

但是當被提醒時，有誰願意承認自

己是必須調整的人？就像耶穌對法

利賽人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他們會承認

自己是有病的嗎？願意承認自己的

信仰有缺陷的嗎？不可能！他們甚

至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了。今天我們

讀到這段經文時，也提醒我們自己，

在上帝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是病人，

都是罪人，我們不該指責任何人，

我們應該用愛來對待每位兄姊。 

第二個提醒就是耶穌對法利賽

人說：「上帝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

法利賽人一定非常清楚耶穌引用了

哪一段經文，但耶穌更清楚聖經的

精神和意義。在舊約裡，敬虔和憐

恤是一體二面的信仰意義。我們對

人有憐憫之心，對上帝的奉獻才是

真實的，因為祭祀是對上帝的付出，

憐憫是對人的付出。如果對人的憐

憫是虛情假意，那對上帝的敬虔、

獻祭也是假的。我們奉獻也是一樣，

奉獻那一刻想的是什麼，手放開的

那一刻，已決定上帝是否悅納我們。

因為法利賽人只在乎祭祀的儀式，

而不在乎其精神和對人的憫憐之心。

所以，耶穌才如此提醒他們。 

舊約《以賽亞書》第 1 章 10～

17 節，以賽亞先知也是這樣提醒當

時的以色列百姓。他們在上帝面前

獻祭，可是上帝厭惡；他們在上帝

面前聚集召開大會，上帝也是厭惡；

他們在上帝面前禱告，上帝也不願

意聽。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心是邪

惡的，行為充滿罪孽。上帝不要這

些，反而要他們重新回到祂的面前，

重新拾起憐憫和良善，洗淨自己的

罪，才願意接納他們的獻祭、他們

的聚會和他們的禱告。上帝所要的，

就是這樣，但是我們有沒有看到上

帝所要的？只要我們遵孚外在的傳

統和規矩，上帝就會悅納我們，真

的是這樣嗎？我們的心和行為如果

不改變，就算做再多的服事也都沒

有用，上帝不喜悅也不接納。 

至於第三個提醒，耶穌說：「我

來的目的不是要召好人，而是要召

壞人。」耶穌是怎麼要呼召十二個

門徒？經文一開始說耶穌看見馬太

坐在稅關上。「看見」二個字，給我

們很大的提醒。耶穌看見了什麼？

只是看見一個人坐著收稅嗎？我想

耶穌不是看見這個畫面，耶穌看見

的是馬太的內心，看見他願意承認

自己是罪人，願意放下一切來跟隨

耶穌。所以耶穌呼召了他。有誰願

意承認自己是罪人？我們傳福音，

難在要人認罪。傳福音常說耶穌愛

你，有誰會說你要認罪，那就沒有

下一次了。一個基督徒來到上帝面

前，最重要的是要認自己的罪。一

個人願意承認自己是罪人，才能領

受耶穌對他的呼召，上帝對他所說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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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位弟兄，他太太是很

虔誠的基督徒，他也都跟太太一起

來禮拜，久了之後，問他要不要受

洗成為基督徒，一起來服事上帝？

他說牧師已經講過很多次了，只要

耶穌來跟我說一次，我就受洗。最

後耶穌有跟他說嗎？至少在我最後

一次見到他時是還沒有，之後就不

知道了。一個人若像法利賽人一樣，

不容易聽到上帝對他說話的聲音，

就算看到神蹟，也不會說那是上帝

國降臨的神蹟。耶穌在二千年前，

呼召馬太這個罪人，二千年後的今

天呢？我相信耶穌也在呼召我們每

一個人。重點不在耶穌有沒有對每

個人發出呼召，而在於我們有沒有

在耶穌面前承認自己是罪人？如果

我們願意承認自己是罪人，就會看

見上帝的呼召臨在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不要像法利賽人那樣質問耶穌。

當一個人在質問和責備時，上帝的

話不容易進入到他的生命裡。唯有

願意虔卑、降服，承認自己有罪，

上帝的話、上帝的安慰和呼召才會

臨到我們生命裡。 

今天我們透過耶穌對於馬太的

呼召，以及對於法利賽人的提醒來

學習信仰的功課，對我們基督徒來

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主日學園地 

第五課 撒母耳的出生和服事 

▓經文 撒母耳記上 3：1∼21 

▓教學目標 透過撒母耳傾聽上帝呼召的故事，學習在信仰上要耐心傾聽上

帝的聲音，並遵行上帝的旨意。 

▓金句 「我傾聽主上帝所說的話。」（詵篇 85：8a）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 

    平安！ 

今天（公元 2019 年 5 月 5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撒母耳的出生和

服事」，研經範圍是撒母耳記上 3：1∼21。在詵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

語詵歌〈救主，我親近祢〉及華語詵歌〈小小先知撒母耳〉。 

信息分享提到撒母耳的故事。撒母耳在睡夢中聽見有人在呼喚他，每一

次的呼喚，撒母耳都驚醒，以為是以利在叫他。以利知道是上帝在呼喚撒母

耳，故告訴撒母耳若再次聽到呼喚你的聲音，就回答：「上主啊，請說，僕

人聽著！」如同本課金句，「我傾聽主上帝所說的話。」（詵篇 85：8a）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幼兒級和初小級的學生，藉由遊戲活動和走迷宮，

讓學生在當中學習隨時留意上帝對我們說話，當我們領受上帝的話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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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在中小級和高小級，利用查考經文與問題討論，更深入

探討撒母耳對於上帝呼喚的態度。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級利用乖乖聽父母的話的自我反思活動，讓

學生理解我們聽見上帝的聲音時，我們應當如何回應。在初小級、中小級和

高小級，透過填寫服事表，讓學生能夠思考自己願意做的事工，並且有機會

能夠在教會中學習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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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發見，主耶穌的血
郭榮彬

美國懷特（White）考古學研究

所於 1982年 1月發表他們發現了耶

穌曾經受釘十字架地點：正如《路

加福音》23：33 到了一個地方，名

叫「骷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

十字架上。「骷髏地」的崖壁地點，

馬太稱它為各各他：《馬太福音》27：

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

就是「骷髏地」之原始地點。他們

發掘至二千年前羅馬時代的地層，

發現有岩層，其中有三個固定十字

架用的坑穴及封閉耶穌的墓的封印

大石，以及耶穌背負十字架走過的

苦殤路（Via Dolorosa）等等。在

三個十字架坑穴中間的坑穴是在較

後方且約 10 公分高的岩板上。坑穴

的寬度是 32.5 公分及 35 公分，深

58 公分。中間的坑穴有岩盤裂開的

痕跡。似係《馬太福音》27：51 忽

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列為兩半，

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所述情況。

在裂開岩盤口發現已經變黑而凝固

的血跡流入該坑穴中。他們採取這

血跡帶回美國，用塩化溶液浸三天

後，用電子顯微鏡鑑定 DNA，鑑定

結果這是二千年前的男性血跡。 

當時有位澳大利亞考古學家葛

芮〃約納遜（Jonathan Gray）先生

不相信這件發現而親自進行追蹤調

查，結果發現完全與懷特考古學研

究所，隆〃懷特（Ron White）先生

所發表的結果一致相符合。葛芮〃

約納遜先生追蹤調查後，帶回血跡

交給醫療設施檢驗結果，得知該血

跡是僅有 24 個染色體，並沒有父系

染色體，只有母系染色體（註：一

般人都有父系染色體 23 個和母系

染色體 23 個，合計 46 個染色體）。 

這血跡既然沒有父系染色體，

也就證明了這血跡所有人的出生，

絕對不是男女傳統的交合，而是單

單女性的生殖，證明這特殊 DN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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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者是位神奇的人物。 

這個大發現，引起了伊斯蘭教

徒與猶太教徒的爭奪戰爭，以致

1990 年 10 月 8 日發生了錫安山大

屠殺。為了要實現中東和平，以色

列的便雅憫〃涅達尼亞夫（Benjamin 

Netanyahu）總理於是下令停止這地

點的挖掘，添補泥土回復原狀，避

免發生進一步的爭議。 

用顯微鏡觀察，可以看出這個

血液仍然能活動，經過最先進的科

學檢查，發現該血液中並沒有摻雜

細菌繁殖，其活動不是細菌的活動，

而是不滅的血液粒子所發生的。 

法 國 科 學 家 斯 頓 〃 納 杉 斯

（Gaston Naessens）先生認為這是

不滅的血，是創造體。另外有位科

學 家 克 里 斯 多 法 〃 巴 特

（Christopher Bird）先生說：「這

血的粒子是超顯微微生物細胞代生

體，會再生的實體，是地球上最太

古生物的基盤血液。」 

上述種種證明，耶穌的出生完

全是神奇妙的作為，甚至於二千年

前耶穌死於十字架時，一個兵丁拿

槍扎了祂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

出來。《約翰福音》19：33 只是來

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

打斷他的腿。19：34 惟有一個兵拿

槍扎他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

來。至今尚保留在十字架下坑穴內，

就像是上帝預備耶穌的血液，要等

候人類科學進步達到高峰時，可以

用科學鑑定來證實耶穌是聖靈投胎

於處女馬利亞來出生的，是具有神

位格的神人。 

我們可以確信耶穌是按照主前

七百年前先知以賽亞所預言［《以賽

亞書》7：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

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  神與

我們同在的意思）］，確實是由處女

馬利亞受聖靈投胎而出生的。 

參考書：泉保羅著  《主耶穌所流出

的血》（主イエスの血潮）  

 

台語禮拜 

讚美：聖歌隊 
 

慈愛恩主榮耀真神 
 

曲:JOSEPH M.MARTIN 結合了 JOHN HUGHES 的讚美詩 

原詞:HARRY EMERSON FOSDICK 譯詞:陳茂生參考台福新聖詩 

 
恩典上帝榮光上帝。 

恩典上帝榮光上帝。 



-375- 

賜阮智慧，賜阮勇氣，恩典上帝榮光上帝。 

哈利路亞！ 

恩典上帝榮光上帝，賜能力互眾子類； 

完成歷代聖會工程，花苞變燦爛花蕾。 

賜阮智慧，賜阮勇氣，面對挑戰佇此時， 

面對挑戰佇此時。 

四面兇惡勢力包圍，逆基督攻擊真道！ 

驚惶僥疑久久綑綁，釋放阮心可讚美。 

賜阮智慧，賜阮勇氣，人生逐日得扶持， 

人生逐日得扶持。 

救阮脫離軟弱意志，痛悔罪惡及不義； 

願祢救贖極大恩惠，做阮榮光永無離。 

賜阮智慧，賜阮勇氣，永遠服事敬拜祢， 

永遠服事敬拜祢。 

導阮行向遠大目標；言行謹慎善做工， 

穿主基督仁慈盔甲，互受掠者得釋放。 

賜阮智慧，賜阮勇氣，勿會互主及人失望， 

勿會互主及人失望！ 

主上帝，大恩惠，榮光上帝，阿們！阿們！ 

 

 
頌讚上主：亞薩頌讚團 

 

我的救贖者活著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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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環境都不要懼怕 
 

任何的環境都不要懼怕，全能的上帝，祂必保護你， 

你不要驚惶，更不要懼怕，全能的上帝保護你。 

縱然有疲乏軟弱無助的時候，全能上帝祂必看顧你， 

人生的驚濤駭浪臨到的時候，全能上帝祂必保護你。 

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 

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華。 

 

活出愛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 

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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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 
 
2019 年每週讀經進度 

△5/5(日) 台灣聖經公會士師記 1：1-36 

△5/6(一) 台灣聖經公會士師記 2：1-10 

△5/7(二) 台灣聖經公會士師記 2：11-23 

△5/8(三) 台灣聖經公會士師記 3：1-11 

△5/9(四) 台灣聖經公會士師記 3：12-31 

△5/10(五) 台灣聖經公會士師記 4：1-24 

△5/11(六) 台灣聖經公會士師記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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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1 復活節原民堂兄姊獻詵 

 

 

20190421 復活節原民堂兄姊禮拜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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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17 週（2019 年 4 月 28 日） 

一 月定奉獻： 18 筆 43,600  元 

二 禮拜奉獻： 6 筆 17,090  元 

三 感恩奉獻： 14 筆 70,600  元 

四 節期奉獻： 4 筆 10,200  元 

五 對外奉獻：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六 對內奉獻： 

    

 

為兒少營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21 筆 62,400  元 

 

為家庭團契奉獻： 1 筆 2,000  元 

七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2,000  元 

合計: 

  

21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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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