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主題【主內一家：基督是我們這一家之主】

主日台語禮拜

上午 1 0 : 3 0

2022 年 1 月 30 日【第 5 週】
主禮：鍾主亮牧師

司禮：倪振亞執事

司琴：陳怡如執事

․靜候上帝的話․

And behind you

And beside you

序

樂…....….............................................司

琴

All around you

And within you

宣

召...............詩篇34:1-3.....…..…...司

禮

聖

詩.......434首「主有恩典大慈悲」.....會

眾

In your coming

And your going

主禱文.........................................................會

眾

In your weeping

And rejoicing

信仰告白...............使徒信經...............…..會

眾

啟

應.....................22篇.........................司

禮

祈

禱.........................................................司

禮

回

應.........................................................會

眾

He is with you

In the morning In the evening

He is for you He is for you He is for you

聖

經...............以弗所書 4:21-32…….....司 禮

講

道………....…..除舊佈新....................主

禮

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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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懇求祢聽阮求。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聽阮懇求的聲。 聖

․恭聽上帝的話․
讚

He is with you

奉

美...................The Blessing.............青年團契

․回應上帝的話․
詩......450首「懇求上帝施恩賜福」.....會 眾
獻…...............................賴寧寧/李玫欣執事
382 首「我的疼痛求主助」
我的疼痛求主助，疼祢贏過此世間；
今我立志獻家己，永永專專歸互祢。阿們。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報

告..........................................................司

The Lord turn His

頌

榮….396首「今欲散會，求主賜福」....會 眾

May His favor be upon you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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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And a thousand generations

阿們頌…......................................................會

眾

And your family

And y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默

Face toward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

May His presence go before you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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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646首「耶穌召我來行天路」.....司 琴

教會週報第二版

主後 2022 年 1 月 30 日

主 日 華語 禮拜 上午 8: 3 0
2022 年 1 月 30 日【第 5 週】
主禮：鍾主亮牧師

司禮：胡詠琦姐妹

司琴：蔡忻悟姐妹

用無數的白晝黑夜 孕育這地

序 樂........................................................司 琴
宣 召..............詩篇34:1-3…...............領 唱
詩歌敬拜 ................................................... 會 眾
詩 歌 ...................................................... .會 眾

順服的人情 感恩的心情
現在都只願 以基督的心為心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1. 耶和華行了大事

痛苦疾病要過去 神蹟在運行

我們要歡呼 述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黑暗權勢要離去

我們要歌頌 要歡呼 述說祂的作為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我們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

全地看見祢榮耀 祢復興降臨

祂命令狂風止息 那波浪就平靜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 祂張開雙手 我們就得飽足

全地尊榮祢聖名 為祢而站立

祂必帶領選民歡呼向前 祂將列國的地賜給我們

一生祝福 永不停息 世代因祢愛延續 呼求祢

祈
聖
講
禱

祂必帶領選民歡呼向前 祂將列國的地賜給我們

2. 耶穌，我的耶穌
我的神 我要永遠在祢的懷裡
愛慕祢 屈膝在祢面前 單單敬拜祢

詩
奉

我渴慕祢 我敬拜祢 我的主 我深愛的唯一
耶穌 哦耶穌 我靈最深渴慕
耶穌 哦耶穌 祢醫治我心深處

3. 求充滿這地
喔主 感謝祢創造這土地 以永恆話語 賜下無限生命
用恩典的馨香氣息 祝福這地 讓我們全心跟隨祢帶領
喔主 感謝祢創造這土地 以慈愛澆灌 以喜樂耕耘

․華語禮拜聖工分配․
事

司

司

領

招

司

工

會
胡
詠
琦
賴
碩
倫

琴
蔡
忻
語
黃
敘
恩

唱
胡
詠
琦
賴
碩
倫

待
陳張
致政
綸皓
陳廖
享宇
恩豐

獻
陳張
致政
綸皓
陳廖
享宇
恩豐

本週
1/30
下週
2/6

禱….......(公禱，以主禱文結束)……司
經…..........以弗所書 4:21-32...............司
道……...........除舊佈新.........................主
告.........................................................主

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會 眾
獻……….....................................陳致綸弟兄
張政皓弟兄
報 告 ………………………..…………..司 禮
祝福詩......................賜福與你....................會 眾
祝 禱..........................................................主 禮
殿 樂..........................................................司 琴

․華語禮拜消息․
投

音

影 控
楊李
詠承
然瀚
葉潘
培逸
恩軒

禮
禮
禮
禮

1.華語禮拜影片製作及音控，請青少契
踴躍參與各項服事。
2.青少年園地(第七版)請踴躍投稿。
3.小詩班練習時間：
每週六下午 4:30-6:00。
4.小詩班招募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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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禮拜。敬祝大家虎
年福年、平安喜樂，禮拜後請留下來交誼，
互相請安。

5. 馬偕宣教 150 週年：這些活動簡述如下：
（詳情請看公佈欄）
A.3/5(六)晚 6:30「青年獻身大會」（需報名
繳費，費用 100 元）

新春稱謝禮拜：本週二（2/1）上午 10:30，

B.3/6(日)聯合慶典禮拜。南門教會排在第二

我們將舉行傳統的新春稱謝禮拜，在全家團

場下午兩點，欲參加者請在招待桌上填寫

圓之際，我們這屬靈的大家庭也來團圓在天

姓名，報名至下週日（2/6）截止。

父的家，來敬拜、尊崇上帝。新春稱謝禮拜
仍會有直播，若未能出席歡迎在家收看。當
天我們也將為每個家庭或個人拍照留念（實
體相片可當場直接拿取）。另外當天禮拜中
的讚美，採徵求自願者的方式，我們將獻唱
聖詩 645 首「咱著來吟詩」，若兄姐熟悉這
首歌，請在週二上午 10 點一起在禮拜廳練
唱，屆時不需穿聖歌隊服，我們直接上台來
頌讚這位創造的主宰。
當天服事人員：主禮：張牧師
司會：陳振光長老
司琴：王怡婷老師
司獻：石栢岡執事
陳寶獅執事
2. 辦公室：本週起辦公室同工因新年假期將休

C.其他有音樂會（3/9；6/2），籃球、桌球、
詩歌創作、古蹟寫生、馬偕行腳巡禮旅遊、
真理大學時光展演與多媒體故事…等，讓
我們學習馬偕的精神，奮勇為主作工。
6. 七十週年紀念特刊：我們要開始收集每個家
庭的全家福（或個人）的美照，或是你手上
有咱教會特別有歷史紀念價值活動的舊照片，
麻煩你將照片請以電子檔，上傳至
pctnm2023@gmail.com，照片上傳時也請提
供兩個資訊 A.姓名（按照照片上的順序）B.
請列出一兩節您家最喜歡的經文，此項事工
希望在 3/31 截止，請大家多多配合，謝謝！
7. 和會手冊：會友通訊錄校對至今天。

息一週，若兄姐有任何事，請打張牧師的手
機 0988-558-434 聯絡。
3. 下週日：2/6 雖仍在年假中，但我們主日禮拜
將恢復正常，8:30 有華語禮拜、10:30 台語禮

◎代禱事項
1. 請為烏克蘭緊張的情勢能趨緩、避免戰爭禱
告

拜，請有服事的同工特別注意，若有變動請 2. 歡喜迎虎年，請為台灣過年期間闔家團圓、出
讓牧師知道。
外旅遊的安全禱告。
4. 定期小會：下週日第二場禮拜後召開，請長 8. 請繼續為疫情的控制、全民疫苗施打的順利
老們準備心參會。
而禱。

教會週報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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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家：參與建造
尼希米 1:1～11；2:12～18
張宣信牧師
七十不只是一個數字，以時間單位來看，我們可以有許多的的聯想，有人說人生七十

古來稀；有人說人生七十方開始，可以肯定的是七十這年齡可代表人的一生，或至少是人
生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退休、進入晚年的生活）
。聖經七更代表一個完全數，以色列人被擄
巴比倫，七十年後才得以歸回故土，重建耶路撒冷聖殿。今天的經文描述的是他們歸回後
的重建城牆，南門教會即將步入設教七十週年，我們是否也應省視我們這一家的狀況來參
與重新建造，是我們的課題！
南國猶大在危急存亡之際，耶利米的烏鴉嘴代表上帝預言：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
駭。這些國家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12 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懲罰巴比倫王和那國，並
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 25：11～12）
這事果然應驗。猶太人被擄巴比倫七十年之久（主前 605～536 年）
。這七十年是從主前 606
年，巴比倫王第八年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攻破耶路撒冷起（王下 24：10～15）
，直到主前 536
神激動波斯王古列下詔，同意以色列人回國時止，前後共七十年時間（以斯拉 1：1～5）
，
被擄的人在巴比倫不同地區安頓下來，並享有一定的自由。猶太人的長老仍發揮他們的作
用，也有先知像以西結一樣，在被擄的人中事奉，被擄的民眾也知道要抗拒異教的迷惑。
七十年後當可以回歸時，詩篇 126 篇描述當時這些人的心情「當耶和華使錫安被擄的人歸
回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那時，列國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被擄歸回之民，主要分三批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批 536 BC 共四萬多人返鄉， 在所羅
巴伯領導下，516BC 耶路撒冷聖殿重建完成。458 BC 以斯拉率第二批一千七百多猶太人返
國。445 BC 第三批由尼希米率領，返國後主要的成就就是重建聖城。尼希米的時代距離第
一批歸回耶路撒冷的遺民已將近一百年後，尼希米所帶領歸回的這些遺民，可以確定的是
這些遺民應該是在巴比倫出生、長大的第 3、4 代的子孫。讀尼希米記，我們可發現尼希米
的三個角色，在起始，他是波斯國王亞達薛西一世的酒政；故事中間，他成了城牆的建築
者；而在書的第三部份，他又成為耶路撒冷及其鄰地的省長。在猶大亡國多年後，尼希米
這些在巴比倫出生的猶太人第三、四代，卻仍心繫故鄉，常為故鄉禱告，並勇於承擔故鄉
的苦難，為重建故鄉努力。
尼希米堪稱是今天在職場服事基督徒的楷模，他一面服事地上的主人，一面服事天上
的神。他並未因為敬畏上帝就怠忽地上的職責與態度；我們可看到他在波斯王宮裡所贏得
的信任，在服事神的事上產生了極大的價值。他周旋於上司、同僚、下級、甚至敵人，流
落出他謙恭、剛正、率真的性情。他不但是個禱告的人，也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人；他不但
是有異象的人，也是有策略的人。當他身在職場盡心工作，卻仍不忘對他心靈的家很有負
擔，有異象。在任何情況下，隨時隨地以禱告來倚靠上帝。尼希米記是以祈禱始，亦以禱
告終。被擄歸回之民受尼希米精神與行動力的感召，同心努力，耶路撒冷城牆終究得以在
很短的時間內重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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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忽然感覺南國猶大與台灣似乎有很類似的處境，被日本統治 50 年，台灣戰後終
於得以回歸，如同被擄的百姓興高采烈回歸祖國。但台灣人很快的發現所謂的「祖國」並
未真正認同台灣這塊土地，與在這裡的百姓。台灣被統治者當成暫居之地，是反攻大陸的
跳板，復興基地而已，台灣如同再次落入被擄之境。台灣這七十年來也發生了許多事：1947
年 228 事件、1949 年 5 月 20 日戒嚴、1950 年代白色恐怖、1971 年退出聯合國、1979 年台
美斷交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1987 年解除戒嚴、1996 年首次總統直選、2000 年首次實現
政黨輪替、2014 年太陽花學運。台灣掙扎著往民主自由之路邁進，也取得了相當好的成就，
教育普及、經濟發展、生活富裕、民主制度、醫療進步、尊重人權、環保意識⋯雖然如此，
國內許多百姓卻仍懷被擄之民的心態，巴比倫威脅的陰影從未離開，甚至逐漸加劇，許多
台灣人只冀望於外來的援助，缺乏自信，更欠缺「當家作主」的主觀意願，甚且至今國家
認同嚴重分裂，族群與階級的矛盾仍是個無解之題，這是我們所居耶路撒冷的困境，要建
立一個正常的國家，不能僅靠政治來解決，心靈腐化、自私自利、迷信拜偶像，台灣人的
心靈空虛、缺乏道德之心的問題更嚴重。過去教會，基督徒的信仰前輩在台灣的歷史中沒
有缺席，教會不但成為台灣現代化的主要推力，致力於醫療、教育、鄉土、人權、民主⋯等
各個領域，但在這個新的世代，台灣的基督徒與教會卻逐漸失去對社會的影響力，我們的
挑戰是已中產階級化的基督徒習慣於待在教會裡的舒適圈，喜歡靜態內向的信仰，注重智
性思考勝於信仰的實踐，視宣教、傳福音為專業事奉，所以委以專業神職人士擔當，各教
會趨向本位主義，只牧養圈內的羣羊，無視基督未得之民，形成對社會冷感的教會，聖/俗
兩分⋯問題不少。
今年的 3/9 我們要紀念並慶祝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讓我們在歷史的長廊中重尋馬
偕的精神：
「學馬偕、帶門徒、傳福音」
。我在想馬偕若是神所差派來台的所羅巴伯－帶領
第一批回歸故土重建聖殿的領導者，在經過 150 年後，今天的尼希米何在？
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牆挑戰很多，「參巴拉聽見我們建造城牆就發怒，非常惱恨，並嗤
笑猶太人。2 他對他的弟兄和撒瑪利亞的軍兵說：
「這些軟弱的猶太人做甚麼呢？要為自己
重建嗎？要獻祭嗎？要一日完工嗎？要使土堆裏火燒過的石頭再有用嗎？」3 亞捫人多比
雅在一旁說：
「他們所修造的石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面對一切困難，尼希米將它
帶到上帝的面前：我們的上帝啊，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求你使他們的毀謗歸於他
們自己頭上，使他們在被擄之地成為掠物。這樣，我們修造城牆，整個城牆就連接起來，
到一半高，因為百姓一心做工。參巴拉、多比雅、阿拉伯人、亞捫人和亞實突人聽見耶路
撒冷城牆正在修造，破裂的地方開始進行修補，就非常憤怒。大家同謀要來攻打耶路撒冷，
使城混亂。然而，我們向我們的上帝禱告，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站崗，晝夜防備他們。
（尼希米 4：1～9）有人實際參與建造、有人守望禱告、全體動員，尼希米與遺民終於完
成這傳頌千年的偉大創舉。
我們這一家：如何來參與建造？首先讓我們齊心禱告來(1)摸著上帝心中所關切的事；
(2)願意用行動來與神與眾同工們合作；(3)對隨之而來的爭戰，有所準備並願意付出代價來
完成。尼希米帶領被擄歸回的百姓，不止重建了有形的城牆，也重建了對神的信心，重建
了對自己與國家的信心，這對 21 世紀台灣的基督徒與即將紀念七十週年的南門教會難道
沒有任何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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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神專欄：從神學進入社會】

過一個充滿祝福的農曆新年
◎陳志宏（中華福音神學院副院長）
華人農曆新年和猶太人過的逾越節，原來有許多相似之處！願我們在與家族親戚回家
團圓的時刻，一同領受上帝的福份；與家人過一個聖潔、有意義、充滿上帝賜福的春節。
出埃及記十二章 1-14 節，是關於猶太人過逾越節
的記載；逾越節是一個春天的節期，紀念上帝對於以色
列民的拯救，也慶祝大地在經過漫漫嚴冬之後重生，因
此逾越節也被稱為「猶太春節」
。如果把猶太人過逾越
節的習俗和華人過農曆新年的習俗作比較，你將發現
兩者之間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逾越節與過年的相似之處
首先，猶太人要全家在一起吃逾越節的羊羔，而華人在除夕要圍爐、吃團圓飯。在逾
越節除了吃羊羔，猶太人還要吃無酵餅和苦菜（參出埃及記十二章 8 節）；苦菜在華人的
年菜中也有，稱之為長年菜。華人過年要吃年糕，相似於猶太人吃無酵餅，在大陸有些省
份的年糕是不發酵的。
不僅如此，猶太人過逾越節，要在門楣和左右門框上塗血，血是紅色的；華人的春聯
不就是這樣嗎？在紅色的紙寫上吉祥話，有左右兩幅對聯，而且上方還有一個橫批。華人
過年見面時要互相道恭禧，傳說是恭喜對方就能躲過「年」這隻獸，性命還存留；逾越節
則是紀念埃及人的長子都被擊殺，猶太人的家卻平安無事的日子。
從這兩個民族的春節，有諸多習俗是如此類似，也間接佐證保羅在雅典，對著雅典人
所說的一句話：
「他（上帝）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
（使徒行傳十七章 26 節）世界上每個
民族都是由創造宇宙萬有的主宰所創造的，所有人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裔。只是隨著人類
生養眾多、分散到各地以及時間的推移，不同地方的風俗習慣慢慢地產生了許多變化。

領受上帝豐盛祝福的節期
在聖經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守一些節期，逾越節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節期。上帝
吩咐要守節期的目的，是具有教育意義的，有的是紀念祂的拯救（逾越節）
，有的是感謝上
帝豐富的供應（五旬節、住棚節）
，有的是呼籲百姓回轉向神（吹角節）
。過節所帶來的果
效，除了幫助以色列百姓更認識上帝，另一方面也是凝聚家人之間的向心力及增加群體的
認同感。
同樣的，農曆新年對華人而言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我們可以善用節期來增強與家人的
關係，同時因著我們已經信主了，我們也可以透過一些作法，來使農曆新年成為全家人領
受上帝賜福的日子。
提到農曆新年，你會想到什麼？除舊佈新、吃年夜飯、孩子最喜歡的壓歲錢（紅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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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互相恭喜、彼此祝福……。提到除舊佈新，我們多半是進行全家大掃除，這是外
在的除舊佈新，而我們是否也可以進行「內在」的除舊佈新？就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參
以弗所書四章 20-24 節）。
在面對舊的一年即將過去，我們可以思想是否有一些壞習慣，是很想改掉卻沒有改掉
的，讓我們在過年期間一起支取上帝給我們的應許：舊事要過去，要變成新的（參哥林多
後書五章 17 節）
；而在迎接一個新年度的來到，也試著建立一些好習慣，讓好習慣為我們
帶來源源不斷的祝福。

養成好習慣讓祝福永不斷
例如早睡早起、運動的習慣，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讀書的習慣，可以讓我們心
智更加豐富；十一奉獻的習慣，可以讓我們經歷到上帝打開天上的窗戶，傾福予我們甚至
無處可容；彼此代禱的習慣，幫助我們時刻體驗到上帝的大能，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在歲末年終之際，讓我們思想以下兩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個問題是：迎接新的一年，
我希望靠著上帝的恩典，能改掉的一個壞習慣；第二個問題是：面對新的一年，我希望靠
著上帝的恩典，能養成的一個好習慣。想好之後除了為自己禱告，也可以請已信主的家人
或教會弟兄姊妹彼此代禱，求主幫助我們在新的一年除舊佈新，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在除夕夜當天吃團圓飯，大部分的家人會聚集在一起，我們可以把吃團圓飯的聚餐，
設計成一個家庭感恩聚會。即使全家只有你一人信主，還是可以主動設法促成聚會。聚會
可以先從比較輕鬆、愉快的方式開始，現在有很多款
桌遊能幫助我們破冰、打開話題。然後，邀請家人分
享過去一年最感恩的事，或是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
事。在分享完這些積極、正面的話題後，接續請大家
分享一個新年新希望，待各人分享完畢後，你更可以
為全家人的新希望作祝福禱告！

發揮巧思傳遞新春祝福
至於孩子們最喜歡的紅包，鼓勵身為長輩、為人父母者，紅包除了可以放入壓歲錢，
也可以放入聖經金句紙條、小卡；因為上帝的話比金子更寶貴、比蜜更甘甜。有不少教會
每年大年初一，都有舉行新春團拜的習慣，牧者在新春團拜時可以把經文紅包分送給弟兄
姊妹。我們非常盼望在新的一年開始，上帝就對我們說話。
華人在傳統上也有拜年的習慣，在現代的工商社會，大家平日都忙於工作，親戚、朋
友平時不一定有見面的機會，互相拜年即是維繫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好方法。
拜年時，我們可以預備聖經中帶著美好應許的話語，真誠的祝福對方。有些教會也會
安排機會，鼓勵弟兄姊妹到彼此家中拜年。特別是如果你的家人尚未信主，可以邀請弟兄
姊妹到家中拜訪，拜年時先唱幾首祝福的詩歌，然後由弟兄姊妹為家人作祝福禱告。過年
的時候，是沒有人不喜歡祝福的，所以這是一個很好向家人分享福音的機會與時刻！
(摘自：基督教論壇報 2022-01-26 網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