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主題：釘根本地實踐愛．結連普世行公義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中會南門教會
鍾主亮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020 年 11 月 1 日【第 44 週】上午 10:30
主禮：議長 廖繼坤牧師

司禮：書記 趙謨立牧師

序

樂….………………………................司

宣

召.........................................................司

琴

講

司琴：謝麗容老師

道…….改變的挑戰……中委 謝大衛牧師

聖

禮 祈 禱......................................中委 謝大衛牧師
詩….9首「萬有相及聚集歡喜」……會 眾 聖 詩…...443 首「阮今佇主聖殿」.........會 眾

祈

禱.......................................中委 蘇娟慧長老 誓

聖

經….以弗所 4:25-5:2…....中委 卓爾彥長老

約….....................................................主 禮
1.鍾主亮牧師 2.南門教會會友

讚

美…………...至高大君王…………..聖歌隊 祈

禱.........................................................主

禮

宣

告.........................................................主

禮

接

納………………………………….....主 禮

Words:John Parker／Music:Tom Fettke

榮耀中，祢掌管萬國；所有天頂星辰一切主創造。
佇祢以前萬物未有；超越時間，祢就是主。
啥人可坐佇祢寶座？只有上帝大權能可倚靠！
無有別位，無有選擇。阮欲敬拜獨一之君王上帝。

1.特會員 2.本宗牧師 3.南門教會長老
就任詞.................................................鍾主亮牧師

喔！至高大君王！無限恩典超越時間之主無限榮顯。 奉
無別個神可佔祢之寶座。祢掌管一切祢是至寶！
地面之風形成做祢之王袍；閣成做王之枴將星辰安排。
一切星辰做祢冕旒之珠寶，今阮，祢之奴僕欲伏拜， 報
阮欲伏拜！喔！至高大君王！
無限恩典超越時間之主無限榮顯，

獻..................................石栢岡／陳怡如執事
降服主祢面前，阮重新奉獻，
主祢權能永遠。阿們。阿們。

告.................................................張宣信牧師

差遣詩……..399 首「願上主大仁愛」…......會 眾
祝

禱.................................................鍾主亮牧師

受造萬物著來跪拜讚美威嚴至高君王。

默

禱..........................................................會 眾

阮欲伏拜至高君王。讚美至高君王。

殿 樂..........................................................司 琴

無別個神可佔祢之寶座。祢掌管一切祢是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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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消息

1. 歡迎與感謝：歡迎大家一起來敬拜，今天是

1. 夫婦團契：預定於 11/14（六）舉辦雲水森

鍾主亮牧師授職為咱台北南門教會教育牧

林及南庄風情秋季旅遊，並提供早午餐，契

師的日子。我們特別要感謝台北中會的議

友每人 800 元，契友家屬每人 1000 元，非

長與眾特會員來主持這個神聖的誓約，也

契友每人 1200 元，7:50 教會集合，8:00 準

多謝咱前小會議長謝大衛牧師的勉勵。這

時出發，有意者請向戴任寬執事伉儷報名。

是咱教會一個嶄新的開始，請為牧師、長執
與眾會友能同心協力興起福音並為鍾牧師、◎教界消息
1. 恭喜大安教會於今天下午三點(11/1)舉行
牧師娘以及他的家族代禱。禮拜後請大家
留下來交誼，享受主內一家的喜樂。

張主籐牧師就任第五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事工研討會：本週六(11/7)下午 1:30 咱要召 ◎代禱事項
開明年度的事工研討會，請各位長老、執事、 1. 請為美國的總統大選與選後的世界局勢代
各團契會長、隊長、主日學校長準備心參會，

禱。

也要拜託各事工小組及新、舊任會長提交
事工報告及計劃 11/3（二）前給辦公室，以
便編印手冊。
3. 禮拜組的拜託：由於我們只有一部電梯，電

2. 請為台灣的軍人有堅強的決心捍衛國家的
安全、且國防有足夠的能力抵禦侵略代禱。
3. 請為 11/07 的事工研討事代禱。

梯的空間又不大，在禮拜結束後請兄姐先
禮讓坐輪椅以及行動不便的長輩搭乘，謝 ◎本週金句（台漢聖經）
祂所賞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謝大家的合作。
4. 華語禮拜：下週日(11/8)第一場的華語禮拜

有牧師及先生，為著欲互聖徒齊備來做差用

我們特別邀請今年在我們教會實習台神道

的工，起造基督的身體，直到咱眾人佇信，

碩班三年級的神學生蔡坤育先生證道，請

以及識上帝的子來合一，到成一個完全的人，

代禱。

到得著基督的充滿來長成彼般。

5. 音樂禮拜：下週日(11/8)第二場的台語禮拜

（以弗所 4：11-13）

將有道生神學院的院長率該校師生前來本 （華語－和合修訂版）
堂證道請安募款，並以音樂帶領我們敬拜，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
請期待。
6. 南門幼兒園：下週日(11/8)第二場禮拜後召
開董事會，請董事們參會。
7. 秋季旅遊額滿：長青樂活站、松年團契與婦
女團契合辦 11/26(四) 的秋季一日遊報名
已額滿，向隅的兄姐下次請盡早報名。

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
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
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以弗所 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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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召你！
哈該書 2:10-19；提後 2：20-21
張宣信牧師
華語「召」與「罩」發音相同，但「我要召你」與「我要罩你」意義卻大不不同！
「召」似乎帶有強制性的意味，譬如當國家有需要時，可以用公權力強制徵召人來服

兵役或服勞務⋯等，最近社會在討論要延長役男教育召集的天數與頻率，這個教育召集
就有強制性。而「呼召」則較有拜託、懇請的意味－我們需要你，請你挺身而出來協助
我們，請你回應我們的呼聲。而「罩」則有掩護、遮蓋的意思。目前政府大力宣傳在公
共場所要戴口罩，要將我們的口鼻遮蓋起來，為的是保護我們與他人。
「罩」還有一通俗
的用法是表示這人很有能力、很有辦法解決問題，譬如說「他很罩得住」
，有足夠的能力
「他能罩你！」。這次的瘟疫造成全球的缺口罩慌，很慶幸的是台灣的口罩生產不僅足
夠需要，還可以提供給許多需要口罩的國家，新聞標題寫說「台灣罩得住」
，不止自己罩
得住，還能在國際社會提供協助 Taiwan Can Help ！目前中國頻頻以機艦騷擾台灣，台
海局勢緊張，若有戰事發生，我們不也期待美國或其他的友邦能來罩我們嗎？是的，在
困難中我們需要有人罩，但若能得到上帝祂必然會罩我們的應許豈不更加使人放心？
哈該書的四段信息就讓我們一再看到，祂既然「召」你，也必然會「罩」你！當上
帝託先知哈該鼓勵被擄歸回的百姓要以神的事為念時，特別鼓勵他們－耶和華說：我及
恁佇啲！（哈該 1：13）而當百姓灰心喪意時，上帝也再次提醒我們說：此所在的百姓
啊，恁亦著勇敢！亦著做工，因為我及恁佇啲。這是萬軍的耶和華講的。（哈該 2：4）
上帝呼召你來與祂同工，祂也必罩你！
弟兄姐妹們！當上帝呼召我們時，你會做何回應？此次瘟疫全球肆虐，初始紐約疫
情嚴重，醫護人員與防護器材嚴重短缺，紐約州長發出呼召：請來協助我們！全美各地
志願者紛紛自發前往支援紐約。紐約市緊急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專員赫爾曼·謝弗(Herman Schaffer)說：當我們與退休醫生和護士取得了聯繫，聽到最多
的回復就是：I will come 。甚至許多年長的醫務人員還自願簽署切結書表明：當設備不
夠時，請放棄對我的治療，先救年輕人。就像此瘟疫考驗各個經濟體的體質與各國政府
的底蘊，人生中的災難也考驗著我們每個人生命基礎的各個層面：人生觀、價值、家庭
觀與信仰觀－對最高存在的看法。人生中特別是災難時，正確的態度也許不是問為什麼？
而是問「我該如何回應此災難？」信仰是用來承載災難而不是用來解釋災難！美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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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宗教靈魂的國家，美國社會普遍受基督教思想深刻影響之一就是「呼召與回應呼召
的觀念」。
基督教也是整本聖經的基本精神就是：上帝不斷的在找人、並呼召人來歸向祂！耶
和華上帝叫亞當，對他講：你佇叨落？（創 3：9）祂在找因犯罪想逃避祂的人，耶和華
呼召亞伯蘭離開本地、本鄉、本族來與祂立約並歸屬於祂。神呼召摩西來與祂同工，祂
揀選大衛來牧養祂的百姓－以色列，先知以賽亞、耶利米也都回應了神的呼召。到新約
時耶穌仍繼續呼召並揀選人來跟從祂，而歷代的信仰前輩也都回應了此呼召。
哈該書 2：20～23 是哈該第四段的信息，這是給當時最重要的政治領袖（已被波斯
任命為猶大地區的總督）也是建殿工程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的所羅巴伯的個人信息。所
羅巴伯在聖經中似乎並非一個出色的人物，神為何要給所羅巴伯這段個人的信息？我們
要從撒母耳記下 7：8～16「大衛之約」的角度來瞭解，所羅巴伯是南國猶大滅亡前倒數
第二位國王耶哥尼雅的孫子，也是大衛的子孫。在「大衛之約」上帝曾應許大衛，他的
後裔與王位必將長存，但猶大亡國，國王被擄至外邦，神似乎忘了大衛之約。但祂沒忘，
我們若看耶利米書就知道，在猶大亡國前，祂曾託耶利米預言大衛後裔將會暫時失落手
指印（耶利米 22：24～27）而在他們被擄歸回之後，就再次呼召所羅巴伯，並以手指印
與他立約。哈該 2：23「我的奴僕撒拉鐵的子所羅巴伯啊，當彼日，我欲召你，耶和華
講伊；閣我欲用你做手指印，因為我曾揀選你」。將立約的戒指重新掛上不但代表身份
的恢復（如浪子回頭後父親替他戴上戒指），也代表權柄的賦予（如法老給約瑟戴上戒
指，封他為宰相一般），所羅巴伯再次領受呼召，也再次承續大衛之約，上帝繼續的罩
他。五百年後我們在馬太與路加，耶穌的家譜中看到，不管是從父系與母系的家譜中都
能看到所羅巴伯這名字。耶穌的受難與復活，成為我們邁向創造主上帝永遠的聖殿，基
督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祂的王位必長存，祂也必永遠統治。上帝確實是信實守約的
神！
今天我們若聽到並回應祂的呼召，也能擁有這樣的身份與權柄：就如弗 1：3～6
節所言：祂佇基督曾賞賜咱佇天裡逐項屬佇神的福氣：就是照祂創造世間的代先，佇基
督揀咱，互咱（呼召咱）佇祂的面前成做聖，無通嫌；祂照祂的旨意所歡喜的，用仁愛
代先定著咱對耶穌基督得著做子來歸佇祂！林後 5：5 說「今備辦阮得著此個的就是上
帝，祂也用祂的神（聖靈）做定（做手指印）互咱。我們是上帝所呼召來歸屬於祂的子
民，對這樣的呼召，你要回應嗎？不要忘了【祂既召你，也必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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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北中會南門教會
鍾主亮牧師就任教育牧師賀詞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作主忠僕，作羊良牧
第六十五屆 總會議長 阿布絲‧
「我感謝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打給絲非來南
因祂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祂。」
總 幹 事 林芳仲(請假)
（提摩太前書 1:12）
代理總幹事 蔡南信
暨 全體總委 一同敬賀
「我必在美好的草場牧養牠們。牠們的圈必在以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中會
列高處的山上，牠們必在佳美之圈中躺臥，也在
議 長 廖繼坤
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吃草。主耶和華說：我必親
總幹事 蘇振財
自作我羊的牧人，使牠們得以躺臥。」
暨全體中委一同敬賀
(以西結書 34:14-15)
良牧上任 蒙恩服事 聖工興旺 榮神益人
台灣神學院 董 事 長
羅龍斌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 院
長
蔡慈倫
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提摩太前書 1：12 ) 暨全體董事、同工、師生一同敬賀
「求你互你的僕人看見你的作為，
互阮的子孫看見你的榮耀。
台灣聖經公會
主 — 阮的上帝啊，求你賜福互阮！
董事長 許承道 牧師
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順利；
總幹事 鄭正人 牧師
求你互阮的所做攏亨通。」
暨全體董事和同工 敬賀
（現代台語漢字本 詩篇 90：16-17）
台灣教會公報社
主賜良牧帶領羊群，廣傳福音榮神益人。
董事長 王宗仁牧師
社長
方嵐亭牧師 敬賀
傳播基金會
主賜良牧頌主恩典，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董事長 方嵐亭牧師 敬賀
牧師愛職由主授 牧養羊群得主救
宣教事工殷勤做 得主賜福興聖會
台灣神學院校友會總會會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
會長 施貞同暨全體委員 敬賀
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邦。」
(以賽亞書 42：1)
回應上帝聖呼召，盡心講解主真理，
真理大學
養育啟發靈性增，傳揚基督救世恩。
董事長 簡安硌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
校 長 陳奇銘
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校牧室主任王榮昌
（以賽亞書 40：11）
暨全體教職員生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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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謝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因為祂賜給我力量，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以我為可信任的，指派我來事奉。」
副執行長 林耀明
（提摩太前書 1：12） 暨 社福辦公室全體同工 一同敬賀
「願聖靈的恩膏大大澆灌你，使你領受上帝百般
總會傳愛志工團
的恩賜，作上帝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團長 鄭献仁暨全體志工 一同敬賀
（彼得前書 4：10）
總會退休傳教師夫婦聯誼會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 會長 林榮郎
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委員 星‧歐拉姆、葉美惠、
（歌羅西書 3：24）
鄭献仁、莊平雄、
蕭棋田一同敬賀
上主賜福，為主見證，榮神益人
「上帝愛我們，由於祂的恩典，祂賜給我們永恆的
毅力和美好的盼望。願這位父上帝和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激勵你們，使你們有勇氣來宣傳和實行
一切美善的事。」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6-17)

總會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主 委
兵政隆
執行長
林恩增
暨 全體委員、董事

一同敬賀

作主忠僕，作羊良牧
「我感謝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七張教會牧師 陳俊宏
因祂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祂。」(提摩太前書 1:12)
暨全體長執信徒一同敬賀
慶得良牧來獻身 忠心服侍勤關心
牧者羊群齊同心 上帝施恩大復興
偕叡廉紀念教會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黃明中牧師
（羅馬書 10：15）
暨全體長執信徒 一同敬賀
**********************************************************************************
․2020 年 10 月 25 日奉獻徵信․
南門教會宣教基金奉獻
張瓊玲 1,000
陳温良 2,000

楊嘉倫 1,000
李玫欣 1,000

徐彩秋 1,000
徐玉蘭 1,000
施明理 1,000
周明顯 3,000
劉美節 1,000
胡忠民、董惠美 3,000
林金惠、林純白 2,000
游正民、王明玲 3,000

倪振亞
蔡正河
程純中
夏菁穗
周正堂

2,000
2,000
2,000
1,000
1,000

15163A
邱美瑛

5,000
1,000

陳美爵
陳李菊子
張陳姿惠
梅陳淑茹

1,000
2,000
2,000
1,000

李奇龍、陳琇玲 10,000
林佳錡、賴容容 3,000
暗 獻
3,250(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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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改革ㄓㄨㄥ」怎麼寫？
2017 年 5 月 24 日，德國教會在布蘭登堡門的廣場舉行宗教改革 500 年的紀念禮拜。
來自世界各國的基督徒都聚集在廣場前，等候禮拜的開始。紀念禮拜的舞台後方，有一
群人推出一座雕像，引起了許多正在前往會場的人注目。是馬丁路德的雕像！一個打開
披風，全身赤裸的馬丁路德雕像。他站在一個寫著「關於馬丁路德赤裸的真相」的台子
上；打開的披風則寫著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在 1962 年說的一句話：
「馬丁路德
針對猶太人的忠告……希特勒完全執行了！（Luthers Ratschläge gegen die Juden……hat
Hitler genau ausgeführt.）」在許多人記念馬丁路德的偉大功蹟時，出現這個打開披風、全
身赤裸的馬丁路德像，無疑是煞風景。後來，德國的基督教界有什麼反應？不得而知。
推出這個雕像的那群人是在觸霉頭、煞風景嗎？不，他們從別的面向思考、認識馬
丁路德，希望不要將馬丁路德塑造成為「完人」進而為他造神！他們提出馬丁路德對猶
太人的看法──一個受時代限制卻充滿歧視的看法。這群人的出現可說是難能可貴。
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50 多年的宣教歷史中，不斷有新的挑戰出現在我們當中。從
外部局勢的變化到教會內部質、量的變化，都在挑戰我們的自我認識與認同。總會總幹
事選舉的變化就是一個例子。過去總會總幹事是大家互相推舉，期待讓有能力者來擔當；
當年高俊明牧師在眾人推舉中才不得不接下這個職務。今日則是用社會上的選舉習俗來
看待總會總幹事選舉，受推薦者有人發說帖、有人寫異象書，甚至有人要求候選人發表
「政見」。面對不論來自外部或內部的挑戰，我們得問一個問題：我們的信仰是否已經
僵化，成為教條呢？我們是否便宜行事，讓社會的許多思想、做法引導教會了呢？
我們自詡是一個改革宗的教會，而且在與時代對話、在信仰反省中不斷改革的教會。
如果我們忘記馬丁路德、加爾文等宗教改革者在他們的時代如何努力透過對聖經的研究、
對制度的討論與信仰上對愛與公義的實踐之努力，而只以權柄、順服等術語來迷惑信徒、
要信徒信從的話，那麼，那些權柄、順服又與當年的贖罪券有什麼差別呢？
在宗教改革紀念日時，我們長老教會要如何來寫「改革ㄓㄨㄥ」這三個字呢？是「改
革中」還是「改革終」
。我們怎麼寫，決定在我們的身上。願我們能活在上帝的恩典中，
謙卑自省，並在生活中努力實踐上帝的公義！
(教會公報 2020.10.26/3583 期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