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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21 年 8 月 8 日上午 10 點 

主禮：陳文欽牧師 司禮：王世博執事 

 靜候上帝的話語  

序   樂 （預備心敬拜主）  

主 禱 文 （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會眾 

宣   召 詩篇 96：1—4 司禮 

聖   詩 298 首「快樂，快樂，阮來敬拜」 △會眾 

信仰告白 尼西亞信經（聖詩第 16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第 33 篇（第 1057 頁） 司禮及會眾 

聖    經 

 

 

出埃及記 3：7—10，哥林多前書 10：12—13 

（台語漢字本舊約第 60 頁，新約 194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舊約第71頁，新約263頁) 

司禮 

講    道 困境中尋找活路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646 首「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司禮 

頌   榮 402 首「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會眾 

祝   禱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殿    樂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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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禮拜程序 

主後 2021 年 8 月 8 日上午 10 點 

主禮：Puyang SING 牧師 

司禮/領詩：杜秋鳳 姊妹 

司琴：劉燕慈 姊妹 

直播：何榮發 弟兄、邵曼 姊妹 

 

 靜候上帝的話語  

奏    樂  司琴 

敬拜讚美 1.聖靈，請你來充滿我心 

2.我獻上自己 

3.活出愛 

司禮 

信仰告白 尼西亞信經 △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出埃及記 16：16—18 

（舊約第 64 頁） 

司禮 

講    道 剛剛好的恩典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獻上感恩 △司禮、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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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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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告  司禮 

公    禱  主禮 

回 應 詩 活出愛 △會眾 

祝    禱  主禮 

靜默禱告  司琴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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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21 年 8 月 8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陳文欽牧師 頌讚團：哈利路 

頌讚上主 1. 耶和華行了大事 

2. 奔跑不放棄 

3. 煉淨我 

會眾 

禱    告  主禮 

聖    經 出埃及記 3：7—10， 

哥林多前書 10：12—13 

主禮 

講    道 困境中尋找活路 主禮 

禱    告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介    紹   林揚志長老 

報    告  林揚志長老 

回 應 詩 煉淨我 會眾 

祝    禱  主禮 

靜默禱告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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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 

本主日(8/8)是教會與社會奉獻主

日，感謝陳文欽牧師前來分享信息及請

安報告。請兄姊共同關心教社各項事工

的需要，並為之代禱和奉獻。本會程牧

師今日在外服事，願主保守程牧師的服

事及出入一切平安。 

2. 台語禮拜本主日起恢復實體禮拜 

自本主日起，台語禮拜恢復實體

禮拜並同時線上直播，請值月長執及

主日相關服事同工，自本主日起恢復

出席服事。不過，詩班及頌讚團仍暫

停練唱及服事。願主賜福我們的服事，

並悅納我們的禮拜。 

3. 受洗者問道理 

本主日(8/8)禮拜後 11：30 召開小

會及問道理，地點在教育館二樓。請小

會員及有報名洗禮的兄姊記得出席。 

4. 小會公告 

7/25 舉行監選和會，應出席人數

357 人，實際出席人數 319 人(按在規

定期限內寄回／收回的回郵信封計算)，

出席率為 89.35%；葉志達牧師同意票數

294 票，得票率 92.16%。因此，葉志達

牧師順利通過本會此次聘牧監選。 

7/25 監選和會開票過程錄影影片

已上傳教會 YouTube 頻道，可從教會網

站首頁連結，或點選以下網址，或掃描

QR-Code 觀看。 

https://reurl.cc/og3WKD  

5. 教會疫情因應措施公告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7 月 27 日至 8

月 9 日全台調降為二級警戒，但採「降

級不解封」。本會發布「教會疫情因應措

施(8/5 更新)」，刊登於本週週報第 496

頁，盼兄姊持續配合，守護彼此健康，

也求主保守大家平安度過這段疫情危

險期。 

6. 姊妹團契 8/22(日)例會取消舉行 

姊妹團契原訂 8 月 22 日(日)舉行

例會、2022 年會長暨同工選舉，因應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降級不解

封」指引，聚會取消，敬請見諒。 

7. 姊妹團契 2022 年度會長暨同工名單 

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

「降級不解封」指引，原訂 8 月 22 日

辦理例會與新任會長暨同工選舉，均無

法辦理。 

姊妹團契線上同工會已於 7 月 26

日順利推選 2022 年度會長和同工人

選，當選名單為會長：吳惠美，同工(按

姓氏序)：孫玲華、連碧玉、郭惠弦、陳

乙美、陳宥惠、陳桂芳、陳慧麗、廖素

雲、劉少梅、鍾碧薰。懇請有權柄大能

恩賜的上帝，帶領同工謙卑與主同行，

服事教會事工。 

8. 東門學苑/樂齡 2021 秋季班開始報名 

東門學苑／樂齡 2021 秋季班即日

起開始報名(至 8/15 截止或額滿為

止)。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之室內人數

限制，將以報名先後順序獲取序號，超

過人數恕無法再接受報名。隨疫情變化

https://reurl.cc/og3WKD


-490- 

不定，歡迎加入東門學苑公告欄 line

群組，以利接收最新開學訊息。 

另外，東門學苑二 A 課程【從電影

看愛與關係】在尚未解封下，目前已達

到空間額滿人數，之後的報名將列於候

補名單中。 

9. 關於網路或 ATM 轉帳奉獻 

因疫情關係，利用網路或 ATM 轉帳

奉獻給教會的兄姊，請務必記得通知教

會 一 聲 ， 可 以 傳 E-mail ：

egate.tp@msa.hinet.net 或是打電話，

並註明奉獻者姓名、奉獻科目（用途）

及金額，以利財務組登錄。 

教會抬頭、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東

門基督長老教會 

銀行：上海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上海商銀代碼：011 

台幣奉獻帳號：24102000006942 

10. 未知奉獻一筆待確認 

目前有一筆奉獻用 ATM 方式轉入

教會帳戶，帳號前三碼是銀行代碼，後

面是帳號末七碼，請奉獻的兄姊聯絡通

知教會辦公室，提供姓名、奉獻項目及

金額，以利財務組登錄，開立奉獻證明。 

序號 日期 帳號 匯入金額 

1 1100607 822-0870536 1,000 

11. 原民堂各項聚會以線上直播方式進

行 

民堂主日禮拜及各項聚會仍以線

上直播的方式進行至解封為止，為了守

護彼此的健康，在疫情期間請大家互相

提醒與遵守，也為原民堂影音設備的維

修與購置來擺上祝福。 

12. 原民堂《我的教會．我的生活》事工 

JS 團契聚會～ 

◎每週六晚上 7：30，線上靈修分

享與活動：8/14 信仰你ㄉㄨㄥˊ嗎，由

Puyang 牧師分享，恩加靈修與主持。 

馬大與馬利亞團契～ 

◎每週四晚上 9 點，線上分享與禱

告小組，8/12 由 Alui 阿路一執事分享。 

13. 星中職場事工部 2021 年職場宣教論

壇 

七 星 中 會 職 場 事 工 部 訂 於

9/4(六)9:30～15:30 舉行 2021 年職場

宣教論壇，主題為「成為快樂的職場

人」，地點在榮光教會（台北市中山區新

生北路一段 82 號 B1），費用每人 200 元

(含餐費)。 

歡迎有興趣的兄姊踴躍參加。報名

請洽和平教會駱幹事，電話(02)2351-

0078 轉 205 ， Email ：

admin@hoping.org.tw ； 或 點 選 以 下

Google 表單連結，進行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GmD10G  

14. 星中婦女事工部中部靈修之旅取消 

七 星 中 會 婦 女 事 工 部 原 訂 於

9/23(三)～25(五)舉辦「真愛做伙～信

仰尋根靈修之旅」，為防範新冠疫情群

聚感染，活動取消。 

15. 本會蔣茉春姊妹錄取玉神道碩班 

恭喜本會蔣茉春姊妹錄取玉山神

學院 2021 學年度道學碩士班，願上帝

賜福並帶領她未來的道路，恩典滿溢。 

 

mailto:egate.tp@msa.hinet.net
mailto:admin@hoping.org.tw
https://reurl.cc/GmD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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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消息與代禱事項 

1. 請為台灣在新冠肺炎時期的需要

禱告：(1)求主帶領台灣能繼續獲

得足量、安全又有效的疫苗。(2)

為 7/26 降級不解封之下的疫情警

戒禱告。(3)為台灣的經濟及百姓

的生活能逐漸恢復平安禱告。 

2. 請為上帝的國度禱告，願主賜福

穆斯林。我們一起為中東地區，在

信仰與民族衝突的現況禱告：(1)

願天父上帝在猶太人與阿拉伯人

之間賜下合一，共同回歸到上帝

面前。(2)祈求穆斯林有機會聽到

耶穌基督的福音，收到以他們自

己語言寫的聖經，且有人和他們

分享基督的愛。(3)為穆斯林國家

的政治情況及基督徒平安禱告，

好讓教會能自由快速的增長。 

3. 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

都屬乎祂。祂改變時候、日期，廢

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

知識賜與聰明人。」(但 2：20-21)。

因此，我們要為自己的國家守望

禱告：(1)願屬天的智慧顯明在政

府各級首長的心中，潔淨不得上

帝喜悅的意念。(2)願全國百姓的

耳都受割禮，能將上帝的律法行

在身上。(3)願眾教會在面對屬世

文化和價值觀衝擊的時刻，仍要

堅守上帝吩咐的所有原則和標準。 

4. 請為 7/25 通過監選的第八任葉志

達牧師禱告：(1)願主帶領葉牧師

的家，順利適應這裡的文化和環

境。(2)願主賜下權柄和能力在葉

牧師身上，好牧養上帝的羊群。(3)

願主賜下順服的心志在兄姊之中，

與葉牧師一起同心遵守主託付的

大使命。 

5. 請為教會未來的服事方向禱告：

(1)成為一個眾人願意謙卑禱告

的教會。利未記 6：12 說：「壇上

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燒著，不可熄

滅。」(2)成為一個眾人都願意服

事的教會。約翰福音 12：26 主說：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3)成為一個眾人都在傳福音的

教會。羅馬書 10：15 說：「報福

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

佳美。」 

6. 請為自己能得著見證耶穌基督的

生命禱告：(1)在職場中，行出上

帝的誡命和律法，好讓上帝的名

得到高舉。(2)在教會中，將一功

榮耀和讚美歸在天父面前。(3)在

家庭與親人中，活出耶穌基督的

樣式。 

7. 請為夥伴教會活水泉教會禱告：

(1)已於 8/1 恢復實體禮拜，願主

保守大家出入平安。(2)求主的手

堅固每位兄姊的心，能在困難的

處境中，經歷上帝奇妙的看顧。(3)

願主以大能的手，帶領吳得力牧

師、張淑華師母的侍奉，成為活水

泉教會眾兄姊滿滿的祝福。 



-492- 

8. 本會賴史忠長老今年八月再度重

回母校雙和醫院（準醫學中心）任

職眼科部主任。願主賜福，讓史忠

長老有來自上帝的智慧、信心和

勇氣來接受這個使命與挑戰！ 

9. 請為 8/8(日)主日禮拜的服事禱

告：【台語堂】講員：陳文欽。司

禮：王世博。音控：陳杰瑋、吳信

恆、吳晉豪、王世博。【原民堂】

講員：Puyang。司禮：杜秋鳳。司

琴：劉燕慈。音控：何榮發、邵曼。

願主悅納我們的事奉，且將祂的

靈運行在我們中間。 

10. 為原民堂的青年們，在尋找工作、工

作環境的適應、學校的學習及穩定的

信仰生活來祈禱，願主的保守，讓青

年在不同的處境裡，見證～主同在的

生命。 

11. 為原民堂傳播宣教事工來代禱與奉

獻，硬體設備的需求，不只是購置與

學習操作，獻請大家一起來為教會直

播的服事來獻心、獻金與獻工。 

 

台語禮拜講道文章—陳文欽牧師 

困境中尋找活路 

經文：出埃及記 3：7—10、哥林多前書 10：12—13 

按照台灣人的傳統今天是八八節，

感謝所有的爸爸，你們為家庭、為兒女

的辛苦付出，祝福所有的父親充滿健康

與喜樂。今天也是總會所定的教會與社

會奉獻主日，讓我們一起關心奉獻。因

著武漢肺炎(COVID-19)的嚴重影響，從

5/15-7/26 政府提升三級警戒，以致教

會無法實體禮拜，必須以網路、媒體來

敬拜。這段期間，感謝日本送給我們 AZ

疫苗，美國也送給我們萬默德納疫苗，

使我們藉著施打疫苗，不必活在恐懼中。

也因著人民配合戴口罩、勤洗手，使整

個疫情可以控制，漸漸趨於穩定。從

7/27 開始調降為二級不解封。 

回想有一首台灣 60 年代的歌曲，

就是〈孤女的願望〉。歌詞說：「請借問

播田的，田莊阿伯啊，人塊講繁華都市，

臺北對叨去。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

兒，自細漢就來離開，父母的身邊，雖

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阮想欲來

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也通來安慰

自己，心內的稀微。請借問路邊的，賣

煙阿姐啊，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不

是貼告示欲用人，阮想欲來去。」 

這首詩歌表明：台灣光復以後，受

到美國支援麵粉、BUTTER 卡片……之

後，台灣由農業社會，慢慢的轉型成為

工業加工，最出名的是高雄的加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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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中這位少女從鄉下前往都市找工

作。因此有一句話說：「天無絕人之路，

一枝草一點露；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

轉。」又有一句話說：「有路，我們就

感謝讚美；無路，我們就潦溪過嶺。」

每一個時代人類，都在困境中找出路。 

創世記十二章 1-3 節，上帝呼召亞

伯拉罕，從故鄉吾珥離開說：「你要離

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去

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

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我也要叫別人

因你得到福氣。」 

上帝並沒有清楚指出亞伯拉罕要

去的目的地，對一個已經 75 歲的人而

言，要離開已經適應的地方，熟悉的生

活環境和親人朋友，且身體老邁，還得

攜家帶眷的移民，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亞伯拉罕仍然相信上帝是創造的上

帝，全能的上帝，是賜福源頭，於是他

順服聽從，抓住應許，勇敢邁開步伐出

去，將一生讓上帝來引導，無論到什麼

地方就設立祭壇敬拜上帝。因此得著上

帝的賜福，成為「信心之父」的美名。 

我們看在初代教會的歷史，「從司

提反被殺那一天開始，耶路撒冷的教會

遭受極殘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信

徒都分散到猶太和撒馬利亞各地區

去。……那些分散的信徒到各地傳福

音。」（徒 8:1-4）而保羅在四次的傳道

旅行中，每到一個地方都面對攻擊、被

鞭打、被抓、下到監獄，保羅唯有靠主

得勝打死不怕，他只有一個心志，要將

福音傳到地極。由此讓我們看見，福音

越在迫害中越開闊。 

歐美國家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就

在他們國家得著上帝的賜福富裕強盛

時，在 19 世紀他們到世界各地，透過

差派宣教師把福音傳開，尤其在聖靈的

帶領下，156 年前藉著馬雅各、馬偕等

人把福音得種子帶到台灣，使我們也得

著上帝兒女的福份。馬太福音 28 章 19

節，耶穌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我就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從這些生命的見證中，讓我們

看見信仰的力量，可以突破困境，使不

可能變成可能。 

一、上帝開活路 

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出埃及記 3

章 7-10 節記載：「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

當奴隸時，耶和華上帝說，我的百姓在

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

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

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要救

他們出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

地。」 

上帝看見他自己的百姓哀怨的聲

音和痛苦，於是呼召摩西帶領祂的子民

出埃及，但是法老王心硬不肯，於是上

帝行神蹟奇事，降十個災難於埃及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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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變血、2.蛙災、3.虱災、4.蠅災、

5.畜疫之災、6.瘡災、7.雹災、8.蝗災、

9.黑暗之災、10.擊殺埃及人長子及頭

生的。最後法老王才願意讓以色列人離

開。當以色列人住在埃及 430 年那天，

耶和華上帝開活路，領他們出埃及過紅

海（出 12:41）經歷 40 年的曠野生活，

上帝供應嗎哪和鵪鶉，並頒佈十誡，使

以色列百姓沒有缺乏。上帝是慈愛的神，

他的應許永不改變，藉著約書亞的帶領，

使上帝的子民得以進入流奶與蜜的迦

南地。 

今 天 全 世 界 因 著 武 漢 肺 炎

(COVID19)，造成超過 400 萬人死亡，

從去年到現在，許多人的工作受到極大

的影響，公司、飯店、做小吃生意、工

廠場的營運都收到嚴重的衝擊，這是我

們現今所面對最大的難題，雖然政府有

補助但都非常有限，感謝主，現在疫苗

已出來，期待每個人都能打疫苗，盡快

使疫情能得到控制，生活得以恢復正常。 

二、從困境中找出路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3 節：「你們所

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

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

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沒有

任何人會喜愛遭受試探和遭遇患難，但

是在困境的掙扎也是進步提升的機會，

危機就是轉機。我們相信神是信實的，

祂必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日本北海道有一種利潤很好的生

意，就是捕抓鱈魚，但捕獲的鱈魚在運

送上出了問題？首先生意人，用處理其

他魚貨一樣的方式冰凍鱈魚，然後送到

全國各地。但不知為何？鱈魚冰凍後，

鮮味消失了。於是他們想辦法，改用盛

海水的巨型魚缸裝運鱈魚，希望可以解

決問題，沒想到更糟糕，在魚缸中的鱈

魚無法活動，變得軟趴趴的肉質，因此

再次失去了美味。面對這樣的難題，生

意人經過幾十次的嘗試與研究，才發現

鯰魚是鱈魚的天敵，把一些鯰魚和鱈魚

一起放在大魚缸裡，當鱈魚為防備鯰魚

侵襲和攻擊，自然會時時保持警醒的狀

態，奇妙的是，當鱈魚送到目的地時，

裡面的鱈魚就像在東北角的北海道般

的新鮮美味。 

武漢肺炎，有時候也是上帝將鯰魚

一樣的天敵，放置在你、我的生命中，

為要加強我們、鍛鍊我們，讓我們能時

時警醒，同時給醫學界保持不斷的研究

和創新。保羅在羅馬書 5 章 3-5 節說：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

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

在我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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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年科學家牛頓出生在英國，

18 歲進入劍橋大學就讀，在 1665 年 8

月到 1667 年 4 月近二年中，剛好是倫

敦鼠疫和黑死病蔓延，有將近 10 萬人

病死，此時不得不學校要停課。於是牛

頓在家裡勤讀聖經和科學之間隱藏的

奧秘，1866 年他發現「萬有引力定律」、

「光學理論」、「微積分」成為物理學的

奇蹟年，也是人類科學的三大基礎。 

黑死病過後牛頓回劍橋大學，他的

老師「巴勞」退休，牛頓接任劍橋大學

的數學客座教授。直到 1905 年牛頓的

理論，才被猶太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修

正。當武漢肺炎流行時，大都數人都留

在家裡，除了看電視以外，也可以多讀

聖經，相信 21 世紀的牛頓，也將再將

在我們當中產生。 

三、藉著鑑戒找出路 

在每個時代，上帝用戰爭、地震、

海嘯、颱風、瘟疫……來考驗人類，在

這些困難中，為讓人類懂得認罪在上帝

面前，過去人類常以為「人定勝天」，

今天我們要以謙卑代替驕傲，以有限代

替自大，以耶穌為中心替代以物質為中

心。相信每一次的危機，就是上帝給我

們轉機，當我們經歷這些事，要謙卑的

問，上帝要教導我們什麼功課？當人類

停止過度的消費，上的創創造的生態，

就能得到恢復。相信上帝是不斷作新事

的上帝，他關了一扇門，必要再開啟一

扇窗。以賽亞書 43 章 19 節上帝說：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

現，……我必在曠野開到路，在沙漠開

江河。」 

結語：上帝喜歡我們活得有信心，在灰

暗的日子裡，「上帝的話是我們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為指示我們生命的方

向；在心中點燃盼望，找到活下去的路；

並在愛中深知道我們並不孤單。 

東門教會疫情因應措施 

東門教會各位兄姊平安：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疫情降級不解封」，雖然可稍微降低內心之憂慮，

但是在防疫的措施上，仍不宜鬆懈。因此以下幾點事項，還望兄姊共同協助

配合。（8/5 更新）： 

 

1、自 8/8 起，台語禮拜恢復實體禮拜，但人數按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每一室

內聚會人數不超過 50 人，且需保持規定之距離。 

2、原住民禮拜及原民堂各項聚會，仍以線上直播的方式進行至解封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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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頌讚禮拜仍然維持目前僅有直播的方式，沒有實體禮拜。 

4、主日禮拜前的成人主日學及兒童主日學，仍暫停至解封為止。 

5、聚會中及結束後，不提供任何餐飲。 

6、家庭禮拜、各團契聚會及詩班練習，也仍暫停聚會及練習至解封為止。 

7、司琴及花藝服事同工 8/8 起恢復按時服事。 

8、教會場地仍然不外借也不開放。 

9、主日禮拜及禱告會仍會有網路直播。 

 

願主的平安顯明在我們中間，因在詩篇 145：8-9 提到：「耶和華有恩惠，

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耶和華善待萬民，祂的慈悲覆庇祂一切所

造的。」 

 

主日學園地 

第六課 過自制、正直、敬虔的生活 

▓經文 提多書 2：11∼14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明白上帝的救贖恩典是耶穌基督；勸勉學生過著自制、

正直、敬虔的生活。 

▓金句 在世上過著自制、正直、敬虔的生活。（提多書 2：12）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 

平安。 

今天（公元 2021 年 8 月 8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過自制、正直、敬虔

的生活」，研經範圍是提多書 2：11∼14。在詩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語詩

歌〈活出祢旨意〉及華語詩歌〈耶穌要何時再來〉，請利用《主日學詩歌輯 XII》，

全家一起聆聽。 

在信息中講述生活中有許多文化、潮流、價值觀，會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和

生活方式，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或選擇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就容

易活在負面的文化中而不自覺，就如同克里特人。在經文中也講述到克里特人

有許多不好的生活文化，因此保羅勸勉提多要用上帝的話語和準則教導他們，

使他們走在上帝的道路中。信息中也透過《攻其不備》的電影，讓學生知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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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會影響人的品格，更勸勉學生在世上要靠著上帝活出新的生活，如同本課金

句所教導：「在世上過著自制、正直、敬虔的生活。」（提多書 2：12）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讓幼兒級學生依照形狀、圖片與詞彙的聯想遊戲，

讓學生明白正直、敬虔、自制是什麼意思。初小級使用圖片情境讓學生思考如

何在生活中活出正直、自制、敬虔，進而勸勉學生也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中小

級及高小級透過問答情境題、詞彙聯想、查經，教導學生明白生活中不可忽略

自制、正直和敬虔，我們要小心謹慎，不要活在不好的文化中。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初小級因教案設計關係，與單元一合併。中

小級使用情境畫面，讓學生觀察畫面中的每個人缺乏或是擁有什麼樣的特質，

讓學生學習美好的特質，並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將這些美好的特質用行動表現出

來。高小級讓學生填寫測量表，審視自己對於自制、正直、敬虔的分數有多少，

進而探討自己有哪些需要進步或是持續維持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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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每週讀經進度 

△08/08(日) 台灣聖經公會申命記 33:1-29 

△08/09(一) 台灣聖經公會約書亞記 23:1-16 

△08/10(二) 台灣聖經公會約書亞記 24:1-28 

△08/11(三) 台灣聖經公會帖撒羅尼迦前書 1:1-10 

△08/12(四) 台灣聖經公會帖撒羅尼迦前書 2:1-16 

△08/13(五) 台灣聖經公會帖撒羅尼迦前書 2:17-3:13 

△08/14(六) 台灣聖經公會帖撒羅尼迦前書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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