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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5/13 塞浦路斯方伯信主(徒 13:4-12)
1. 今日為母親節讚美禮拜，願上帝賜福給所有
5/14 彼西底的安提阿聽道後兩反應
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徒 13:14-15;42-52)
母親節禮物等恢復禮拜堂實體禮拜後，另擇期
5/15 以哥念(徒 14:1-6)
致贈。
5/16 呂高尼的路司得(徒 14:7-20)
2. 今日頒發本會子女獎學金，名單為：
7. 2020 年台神後援會捐款繼續收受中，煩請方
主日學：石迦勒、胡恩祈、梁祈瑄、張睿恩、
便時提交黃幹事代收。
賴豐溢
8. 暫停禮拜堂禮拜期間，請兄姊繼續為教會事
少契：周琦恩、陳奕恩、賴昕佑
工奉獻，可在上班時間轉交辦公室。或採用銀
青契：李喆、廖恆安。
行匯款方式：
3. 下主日(5/17)原訂為玉山神學院奉獻主日，
匯款銀行：第一銀行南門分行（代號 007）
因疫情關係延後。改由鍾牧師證道：「建立家
戶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南門教會
庭祭壇」。
帳號：172-10-108282
4. 辦公室整修期間，幹事及牧師辦公地點調整
匯款後請與辦公室黃幹事確認。
為四、五樓。
若未與辦公室確認，則以感恩奉獻(暗獻)
5. 小會公告：
方式登載。
配合政府對「武漢肺炎」的防疫政策，本會聚
9. 2019 年奉獻證明可親至辦公室索取，或聯絡黃
會調整如下：
幹事以掛號方式郵寄。
○
1 2020/4/5 起暫停主日「禮拜堂禮拜」。
10. 本會 5 月份婦女團契、查經禱告會、成人主日
一、二場都只有「視訊直播」，會友請在家
學-大衛鮑森講座、長青樂活班、智慧型手機
自行加入禮拜。（直播詳洽辦公室或各團契）
班、週六才藝班，因武漢肺炎防疫高峰期皆暫
網址如下：Http://bit.ly/南門禮拜。
停。

◎肢體消息

○
2 暫停禮拜期間會友間的橫向關懷，請各長
執、團契、關懷小組利用 E-mail、Line 與
鍾牧師、辦公室緊密連繫。
6. 4/20(一)起，本會推行「與上帝有約-使徒行
傳靈修」，請眾兄姐每日同心在家靈修建立家
庭祭壇，可參考教會提供的「每日經節及默想
代禱事項」，在疫情期間持續同心禱告守望，
為主做見證。
疫情期間靈修不中斷！在復活節讀經靈修後，
上週開始使徒行傳靈修計畫，耶穌升天後，使
徒是如何藉著聖靈之力，行神蹟奇事，遍傳福
音，讓我們回到初代教會，與使徒同行。
「與上帝有約－使徒行傳靈修」第四週進度表
5/11 希律王暴斃(徒 12:20-24)
5/12 教會首次組織性的外邦宣教(徒 13:1-3)

1. 李冠良弟兄、陳怡安姊妹於下主日(5/17)下
午 3：00 在本會舉行結婚禮拜。恭喜！歡迎兄
姊線上觀禮。
2. 請為沈素雲姊妹、黃昭嘉執事術後的恢復與
復健，及長久行動不便者代禱。
****************************************

孩子的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
現在全世界有 3 百多萬人被確診感染新冠
肺炎，還有很多人被隔離或不能與家人見面，我
的表弟住在美國，他的祖父也因為在醫院照顧
曾祖母被傳染新冠肺炎去世了，希望上帝能幫
助確診的人得到醫治，早點發明出疫苗，才不會
有更多人生病或去世，大家也不用每天再戴口
罩，醫生護士就不會這麼辛苦了，感謝上帝聽我
的禱告，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睿恩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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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結果子
約翰福音 15:1-8
鍾主亮牧師
約翰 15：1-8 的經文中，第 8 節是很重要和關鍵的結論。
15：8｢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在這裡上帝向我

們說明祂的心意就是要我們多結果子。上帝創造我們，祂在我們身上所做一切的計畫所有的
安排就是要叫我們成為一個多結果子的人。換句話說，作為神的兒女，我們的人生不會一事
無成的，無聊毫無樂趣，我們的一生必定精彩，因為祂的計畫就是不管我們在甚麼領域，在
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活出結實累累豐盛的人生。

一、農夫、葡萄樹和枝子
這段經文有三個角色，首先是耶穌的角色，祂說｢我是真葡萄樹」。
接著是天父上帝的角色-｢我父是栽培的人」
。再來是你我這些門徒的角色-｢你們是枝子」
。
所以葡萄樹是耶穌，枝子是我們，修剪枝子讓葡萄樹多結果子的是天父。
為什麼在這裡耶穌要以葡萄樹來做比喻，並且特別強調祂是真葡萄樹。
在詩篇 80：8｢你從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樹，趕出外邦人，把這樹栽上。」比喻上帝解救以
色列民脫離埃及為奴之地，葡萄樹成為以色列國的記號。但是舊約聖經先知書每次提到葡萄
樹這個象徵，總是把它和敗壞連在一起。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意思是：「你們以為屬於以色
列國就是上帝真葡萄樹上的一個枝子嗎？以色列正是眾先知責備已成為敗壞的葡萄樹，惟獨
我才是真葡萄樹。你們身為猶太人的這一事實救不了你。惟一能救你的是與我建立活潑、親
密的團契。我乃是上帝的葡萄樹，你們必須成為與我相連的枝子。」
當你的生命連結在這個葡萄樹上的時候，你的生命才會如同詩篇第一篇所說的：｢他要
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 1：3)
用耶穌的話說就是｢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10)。用保
羅的話講就是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拉太書 5：22-23)。

二、兩種枝子
15：2｢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
更多。」葡萄樹上有兩種枝子：一種是不會結果子的；另一種則是會結果子的。
1、不結果子的枝子-剪去
神的心意是要我們結果子。做父母的都知道，我們花了很多心力和金錢栽培兒女，我們
不是都期待他們有好的成就嗎？同樣的神是栽培我們的人，祂也期待我們結出果子，因此，
我們多結果子栽培我們的神越高興，15：8｢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不結果子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不結果子祂會怎樣？會減去！這是一個事實。弟兄姊
妹！聽到這節經文，不要每天提心吊膽怕被剪去，因為只要是正常的枝子一定會結果子，因
為結果子不在於枝子，在於葡萄樹，只要枝子保持連結在葡萄樹，他就一定結果子。
(下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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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果子的枝子-修剪乾淨
臺灣的果農分享果樹都必須修剪，修剪的目的在於提高果實的品質和價值，提高果樹的
抵抗力。我們的人生要結出品質更好的果子就必須要修剪，所有有前途的都會被修剪，好讓
你更有生產力更有價值，不被修剪的表示你沒有前途。
保羅說即使我們受洗信主成為基督徒，生命中仍然有許多屬肉體屬血氣剛硬的老我。如
果我們要多結果子，這位栽培我們的父一定會興起環境來修剪我們、破碎我們，對付我們的
老我，一個人如果不被對付，在神的手中是很難被用的。往往一個人性格很強你就會偏偏遇
到比你更強的人，神會把你放在一個比你更強的人當中去對付修剪你。
雅各性格強到沒有人能夠勝過他，甚至聖經上說連神跟他摔角都贏不了他。神要栽培雅
各，使他成為一個結果子的人之前，他必須被破碎和修剪，雅各這樣的人不能被神用。於是
上帝把他放在拉班手下來修剪他，雅各在拉班家 20 年，這 20 年他的舅舅拉班不斷地欺騙他
欺壓他壓榨他。他從前欺負他老實的哥哥以掃，用一碗紅豆湯騙了他長子的名份，現在讓他
經驗到被欺騙的痛苦，上帝把他交給一個比他更厲害更詭詐的人手下。上帝為他修剪。上帝
會把壞的東西拿掉，留下好的東西。神用 20 年修剪雅各為以色列，叫做尊貴的王子，這才
是上帝的目的，神不是要你受苦，神不是要做弄你，神要修剪你成為以色列成為尊貴的王子。

三、常在主裡
15：5｢5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基督徒的人生，耶穌用這個比喻告訴我們，就是我們必須連在這棵葡萄樹上，你離開主，
枝子離開了葡萄樹只有一個結果，就是逐漸衰敗、枯萎、最後死亡。
撒但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撒旦會想盡辦法叫你離開主。撒旦在每個人身上運用各種不
同的方法，但是最終有一個目的就是叫你離開主。
靈修禱告是保持自己常在主裡最有效的方法。一位老牧師說他每一天都在跟魔鬼打仗，
跟自己打仗，在爭奪靈修禱告讀經的時間。他說因為靈修禱告是一個屬靈的爭戰。撒旦會集
中火力猛烈的攻擊在你的靈修禱告，就是要把你的靈修讀經禱告拉下來。撒旦知道向神禱告
是我們屬靈力量的來源，是我們的補給站，是我們跟神建立美好的枝子與葡萄樹關係。這關
係牢固了撒旦就對你無可奈何，你的信心就不會搖動，你的熱心就不會消退，而且你必然結
果子。所以，他想盡辦法讓你不能夠連結在葡萄樹上。靈修禱告是我們最難持守的，但是卻
是我們最需要持守的。
有人說啊禱告是屬靈的呼吸，讀經是屬靈的吃飯。不呼吸不吃飯沒有人能夠活，同樣的
不讀經不禱告我們屬靈的生命也一樣不能活。我們很多人對待我們裡面的靈魂，常常是有一
餐沒一餐的，這樣不就是把我們裡面的人餓死了。難怪我們常常陷在軟弱中，你的靈軟弱就
帶給你所有的都軟弱，你的靈貧窮就帶給你所有的都貧窮。
4/20 教會開始在推行〈與上帝有約-使徒行傳靈修〉
，期盼弟兄姊妹在疫情期間，無法到
教會參與實體的禮拜之際，透過這個靈修的活動讓自己與葡萄樹連結，常住在主的裡面，汲
取養分，結出纍纍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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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

疫情下的母親節不孤單 向媽媽致意的五感新創意
【特約編譯凃尚儀／報導】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在隔離期間，即
使我們所愛的人不在身邊，我們卻有更多時間關心他們。母親節是一個關心媽媽，
向媽媽致敬的絕佳時機。上帝
在舊約中有兩次、新約中有六
次告訴他的子民，要榮耀父母
（見本文末了），即使在疫情
蔓延時也不例外。
美國知名基督徒作家唐‧
威爾森（Dawn Wilson) 介紹下
面幾種向母親致意的創意，著
重的是開啟母親的五感(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觸覺）新體驗。
1.視覺：分享美麗的事物
上帝看見我們的內心，祂看到我們最真實的樣子，祂同時也看到我們的救主耶
穌基督的公義改變了我們的心。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真理來尊崇母親，送禮物時對媽
媽說：「我看到您的本質，您在我心目中好美喔。」
這裡首先要添加給媽咪的五感體驗是視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可愛物品，不
必太大或太昂貴，例如漂亮的骨董茶杯、錢包、拼圖遊戲、食譜書，或是她最喜歡
的作家寫的書等。
你也可以送媽媽一本漂亮的日誌，上面寫滿對媽媽的感恩，或是一個加上美麗
相框的自己的照片，因為媽媽總認為自己的孩子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創造物；或者送
全家福照片。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箴言卅一章 25 節）
如果媽媽敬畏耶和華，那確實值得讚美。可以送她美麗的手持鏡子。背面貼上
這節經文：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為他是你的主，你當敬拜他。」
（詩篇四十五篇
11 節）
2.聽覺：說媽媽喜歡聽的話
愛，可以被聽見；尊崇也可被聽見。用心向我們的母親說話，說鼓勵的話，這
是美好且令人愉悅的（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箴言 25 章 11 節）
。
我們向來是用寄母親節卡片的方式向媽媽表達敬意，但或許我們現在也可以在
Zoom, Facetime、Skype，Snapchat 或其他視訊軟體向媽媽說出敬意。想想她為聖經真
理建立的典範。箴言卅一章 10-31 節有很多關於媽媽高尚品格的描寫。
(下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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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媽媽勇敢面對這場疫情，可以告訴母親，她的信心如何鼓勵人，或是告訴
母親，她的敬虔如何為家庭服事帶來榜樣。
箴言說：
「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使她受稱讚。」
（參箴言卅一章 31 節，新譯本）
用言語來稱讚母親，可以考慮下面的建議：
1）製作她想要聽的歌曲的播放清單。 2）錄製你們弟兄姐妹的視頻，或者她作
為屬靈母親的子女們的視頻。 3）給她一個舒緩音樂檔案、專輯或音樂盒，讓她在
休息或做夢時可以收聽。
3.嗅覺：送她舒緩情緒或補充能量的香氛
氣味與大腦的情感區域有關，經常使我們想起美好的回憶。除了鮮花、香水、
精油，帶香味的沐浴露、香皂、身體乳、芳香蠟燭都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如果媽媽是一位對主有很強見證的基督徒，請告訴媽媽，她活出了基督馨香之
氣，上達上帝，並吸引人來聽基督的福音。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
氣。」（哥林多後書二章 15 節）
4.味覺：用使家人回味無窮的味道
可以製作或訂購媽媽最喜歡的食物，或可喚起她童年甜蜜回憶的食物。食物可
以使媽媽想起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如果她是一個基督徒，那就用食物的象徵性來表達對上帝的信仰。提醒她上帝
的信實，無論她的情況如何，她都可以繼續品嚐並看見主的美善。挽救了她並為她
獻出生命的生命之糧將在她遇到困境時繼續支持她。上帝的話語比蜜更能鼓勵她。
也許你可以她一罐蜂蜜和一本靈修書籍。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詩篇卅四篇
8 節）。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詩篇一一九篇 103 節）

5.觸覺：用虛擬愛的擁抱和觸摸
如果可以的話，一定要親自擁抱媽媽。但在隔離期間，也可發送虛擬擁抱，以
驅散孤獨感。或許可將送絨毛娃娃，代表家人的同在。
用家人的回憶觸動媽媽的心—一封有家人寫字的信、或照片剪貼簿；或是家人
一起在視訊軟體 Zoom 上面通話，向母親致敬，並拋出大大的吻和虛擬擁抱。
如果家中有小孩子，可以在母親節將孫子手印做成簡單的石膏手印壁飾作為禮
物。這是相當有意義且永不止息的「愛之觸」。
如果媽媽因為隔離而獨處，且媽媽是基督徒，請提醒她，她永遠不會孤單。因
為她認識耶穌。
(下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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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六版）
「耶和華─你的

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

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西番雅書三章 17 節）

「凡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
（詩篇一四五篇 18 節）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
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神和你同去。他

（申命記卅一章 6 節）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
「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
棄你。」

（希伯來書十三章 5 節）

聖經中榮耀母親的章節：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出埃及記廿章 12 節）

「『當照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申命記五章 16 節）

「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馬太福音十五章 4 節）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馬太福音十九章 19 節）
「摩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馬可福音七章 10 節）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
負人；當孝敬父母。」

（馬可福音十章 19 節）

「誡命你是曉得的：
『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
父母。』」

（路加福音十八章 20 節）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以弗所書六章 2 節）
（資料來源：Crosswalk）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20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