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主題：相愛連結肢體．生命見證基督

主日禮拜
2019 年11 月17 日【第46 週】

主禮：蕭聰穎牧師

(第二場)台語禮拜 10:30 司禮：賴銘恩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
序
宣
聖

尋我之人欲尋著我！喔，來，來就近我。
來，我欲用勇壯雙手，來扶持恁。
喔，來就近我。我欲扶持恁，
喔，來就近我！

樂….…........................................王怡婷老師
召..................詩篇105:1-2….............司 禮
詩……...18 首「我心謳咾上帝」........會 眾

․恭聽上帝的話․

主禱文.........................................................會 眾
信仰告白...............................................…..會 眾 聖 經….…耶利米書 31:29-30…….…司
以西結書 18:1-3;約翰福音 9:1-12
啟 應.........................19 篇.......................司 禮
祈 禱.........................................................司 禮 講 道……..珍惜現在，為主做工………主
回 應.........................................................會 眾 祈 禱.....................................................主
聖 詩…510 首「殷勤做工，無嫌勞苦」…會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懇求祢聽阮求。
美…….……..來就近我……………聖歌隊 奉
Words/Music:Ken Dosso
來，來就近我，恁凡若心著磨，
凡若軟弱，厭倦孤單。來，來就近我。
我用勇壯雙手，來扶持恁。
喔！來就近我。來，來就近我。
來就近我，將重擔交互我。我會醫治恁之傷跡。
喔！來，來就近我。今著來享受我慈愛，
心得安息。喔，來就近我。
恁攏受邀請；無人會受拒絕，來得我之安慰平安。
今我打開雙手出聲啲叫講，著來，獨獨確信倚靠。
喔，來，來就近我。永遠及我居起。

禮
禮
眾

․應答上帝的話․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聽阮懇求的聲。

讚

禮

獻...................................梁佳宏/石栢岡執事
降服主祢面前，阮重新奉獻，
主祢權能永遠。阿們。阿們。

會員和會.............................................蕭聰穎牧師
報 告........................................................司 禮
平安禮…….527 首「咱攏成做一家人」....會 眾
聖
詩......398 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會 眾
祝 禱.................................................蕭聰穎牧師
哈利路亞頌.................................................會 眾
默 禱..........................................................會 眾
殿 樂..................................................王怡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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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舉行第五任主任牧師張宣信牧師監選和
會。
依選舉規則第 20 條規定：選舉牧師之會員和
會，須有在籍現有陪餐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及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得票為當選。
感謝台北中會派中委牧師蕭聰穎牧師及中委長
老游國賓長老前來本會辦理牧師監選。
2. 今日禮拜愛餐後在 5 樓舉行松年例會，由梅陳
淑茹姊妹分享，請松年兄姊踴躍報名參加。
3. 今日聖歌隊加練暫停一次。
4. 北中婦女事工部於 11/22(五)上午 9:30-12:30
在馬偕醫院 9 樓大禮堂舉行，「第 97 屆年會
與幹部就任感恩禮拜」
，請向徐玉蘭姐妹報名。
5. 長青樂活站、松年團契與婦女團契 11/28(四)
合辦秋季旅遊於宜蘭一日遊，契友 800 元，非
契友 1,000 元，請向辦公室報名。
6. 預告：12/8(日)舉行洗禮，洗禮者請先報名並
參加鍾牧師基要真理的課（11/17、11/24、12/1）
下午 12:40 在 6 樓。
7. 北中松年事工部 12/13(五)上午 9:30 在馬偕
醫院 9 樓，舉辦慶祝聖誕節感恩禮拜，契友 50

主後 2019 年 11 月 17 日
上週
講道

馬利亞的信心
路加福音 1:46-55

鍾主亮牧師

很快的進入 11 月了，我們即將從 2019 年跨
入 2020 年。未來我們的前面仍然會出現許多的
高山，我們要問的問題不是我們外面的高山有
多高，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我們裡面的信心有多
大，除非我們裡面信心的高度，高過外面的高山，
否則我們無法跨越。
今天所讀的經文稱為馬利亞的尊主頌，也
被稱為馬利亞的信心之歌。因為她跨越了馬利
亞心中的疑惑，為什麼他沒有出嫁卻要懷孕生
孩子呢，為什麼這件事偏偏找上她呢？尊主頌
裡解答了這些信心上的疑惑，用它作為信心跨
越的一段經文。

一、交出生命的主權
1、尊主為大
馬利亞在尊主頌中第一句話就是｢我心尊
主為大」(1：46)，用另一個講法就是｢我的心裡
面有寬大的地方為主存留」
。我的心裡面有沒有

更大的空間讓主來管理，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在
跨越到 2020 年要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8. 要訂購聖誕糕者，共三種口味：鹽梅、綠豆糕、
客人到家裡我們通常會帶他參觀的都是很
鹽雪，每個 15 元，歡迎兄姊訂購送給親友。
有限度的空間，因為大都是。有些雜亂無章的空
9. 週報夾頁歡迎大家投稿，來稿請 e-mail：
間是不開放給客人看的，但是主耶穌在我們的
pctnm1953@gmail.com 或交辦公室。
生命中不是客人，他是主人，所以當我們說我的
◎肢體消息
心尊主為大，代表祂是主人，他可以自由地走遍
1.請為曾智凱同學的病痛，及長久行動不便者代禱。 我們內心的每個角落，這叫做我心尊主為大。就
如大衛在詩篇 139：23-24｢上帝啊，求你鑒察我，
◎教界消息
元，非契友 100 元，請向陳莉莉姐妹報名。

1. 三光教會於今日(11/17)下午 3:30 舉行鄭碩
帆傳道師封立傳道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教社部主辦，11/23(六)上午 9:00-12:00 在
士林教會舉行「關心台灣前途及選舉」講座，
請向黃幹事報名，11/20 截止。參公佈欄。
3. 宣教基金會於 11/25(一)上午 8:30-12:00 在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群英堂舉行「教會高齡關
懷事工觀摩分享會」，參公佈欄。

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
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一個我心尊主為大的人就是把生命的主權交給
上帝，讓祂來掌管我全人、家庭、事業。
2、我靈以上帝為樂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路 1：47）以
神為樂是顯明我們跟神的關係。我們喜歡上帝，
(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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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讓祂知道？一個「以神為樂」的人會喜歡與上帝親近，每天都想與上帝說說話，常渴
慕聽到上帝對我們說話，盡力想作討神喜悅的事。這個「討神喜悅」會帶來一連串的動作。
3、順服神的吩咐
｢討神喜悅」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行動就是｢順服神的吩咐」，神怎麼吩咐他，他就怎麼去
做。馬利亞就是這樣的人，他交出他生命的主權，順服神的吩咐。｢馬利亞說：
「我是主的使
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路 1：38)馬利亞尊主為大，她也
是對神的話不打折扣的人。一個尊主為大的人必然會有夠大的空間讓神的話語在她的生命裡
面有地位，馬利亞完全敞開她的心告訴神「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說這句話必須付上代價的，所有順服神的人都會有所犧牲，都會付上代價，就像馬利亞一樣。
馬利亞必須付上名譽和道德的代價，甚至在當時可能會被人用石頭打死的生命代價。對神真
正的順服，不是想通後才去做，而是想不通仍去做。
上帝吩咐亞伯拉罕他在 100 歲時得到一個寶貴獨生愛子以撒，但是神卻他說你把以撒放
在祭壇上獻給我。亞伯拉罕想不通，但是他仍然去做，亞伯拉罕通過這個試驗後，耶和華說：
『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17 論福，我
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
仇敵的城門，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所以，我們看到亞伯拉罕因完全順服，也完全的蒙福。

二、凡事都感謝
馬利亞是一個不被人看見、卑微的人，神卻挑選馬利亞成為耶穌的母親，孕育萬王之王。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
他的名是聖的。」（路 1：48-49）馬利亞被上帝揀選，她必須付上極大的代價。但她卻為上
帝的揀選感謝。因為他看到她的受苦和所付出的代價將帶來別人極大的祝福。舊約中的約瑟，
上帝為了在饑荒中救他們一家，先讓約瑟被兄長出賣，又在埃及被誣告下到監裡，之後他才
有機會在法老作夢時，為他解夢、成為宰相。他經歷很大的痛苦。但當饑荒來臨，兄長下來
埃及買糧，他與兄長們相認時，他說「你們的心意是不善的，但上帝卻是善的。」所以，當
上帝為了幫助別人而讓你受苦，讓你付代價，你是否仍願意參與，願意感謝？真正與神親近
的人，知道上帝不只愛他，而是愛所有人，他的信仰不是自私的，他明白有時上帝為了幫助
其他的人，而要他背負一些代價、損失。

三、經歷翻轉的神蹟
路加福音 1：51-53｢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趕散心裏妄想的狂傲人。52 他叫有權柄的
失位，叫卑賤的升高。53 他叫飢餓的飽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耶穌是要把整個世界
徹底的逆轉(Radical Reversal)，這種全然翻轉是耶穌降生的目的，
1、道德的翻轉－他趕散心裏妄想的狂傲人
趕散狂傲妄想祝福謙卑敬畏的人，這是耶穌來要作的第一個翻轉。耶穌曾說一個故事，
「法利賽人站著禱告說：
『神阿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我一個禮拜禁食兩
(下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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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稅吏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神阿，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當一個人覺得
自己很差，就會在神的面前懺悔，上帝就會原諒他，他便有改善的機會。彌賽亞工作第一個
—道德評估上的翻轉，讓人悔改。
2、權力的翻轉－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這種權力的翻轉如果掌權者任意胡為的心態沒有改變，這樣轉變就只是被壓制的一方取
得權力後，自己反變成壓制人的，一切錯的心態並沒有改變，只是換一個人掌權而已。
耶穌講權力是什麼掌權者必須服務在下位者。「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
僕人。」（可 10：44）當上帝把權柄給上位者時，他不會濫用權柄壓榨人，如此才能徹底改
變不公義的情況。耶穌在上十架前，替所有門徒洗腳，正是這樣的一個表現，心甘情願的去
服務，將上下位交換了。
3、經濟的翻轉－他叫飢餓的飽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耶穌來了之後會使富足的人願意把錢拿出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就像撒該一樣，當耶穌
到他家中住一晚後，他被改變了，自願把錢拿出來還給人，還說「若是有騙來的便還給他四
倍」。耶穌用愛把撒該改變，富足的與貧窮的中間的落差將因愛而改變。
耶穌當我們談到信心的跨越的時候，我們要求神讓我們經歷翻轉的神蹟，怎樣經歷翻轉
的神蹟？
1、定睛在神的大能
耶穌來到這個世界，祂要帶來的是人心的完全改變。就像哥林多後書 5：17｢若有人在基
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稱這是「用新的眼光看舊的世界」
，
世界沒有改變，但是因為基督進到我們的心裡，所以我們看世界的觀點改變了。對權力跟金
錢的看法改變，以前用權欺壓別人，現在用權來服事別人；以前死守著錢財，現在會用錢才
來幫助人。所以，一個人在基督裡，他的很多地方沒有改變，但是他的看法會改變，所以稱
為「革心」。而這種革心是耶穌的大能。
2、超越人的理性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呢？」(1：34)，他開始也是有理性的想法，
但是到後來被天使的話所影響，｢因為，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1：37)神
的大能常常透過神的話語釋放出來，你要經歷神的大能，你必須得著神的話語，大能常常是
透過神的話語釋放出來。我們的理性有時候不明白神的話語，靠我們的理性常常沒有辦法經
歷神的大能。因為信心的踏板是神的話語，不是人的理性。理性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真理，但
理性不是信心的踏板。因為｢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以賽亞書 55：9)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用理性來徹透神的話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這件事，根本無法用理性來了解，已經死了四天的屍體怎麼
可能從墳墓裡走出來啊！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啊，
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耶穌說：
「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嗎？」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大聲呼叫說：
「拉撒路出來！」拉撒路就出來了。這
就是神的大能，神就是超過我們的理性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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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查經禱告會研討園地】

"豈不知你們是上帝的聖殿"
每週三查經禱告會....就是在重建我們心中的聖殿。
2019/11/13《彼得一章》查經第 1 章討論分享：
1. 為什麼在試煉中應當大有喜樂？
# 喜樂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讓我們有力量面對苦難。
# 基督徒是耶穌基督的跟隨者，應本著合宜的觀點來面對苦難。
# 當有苦難時不要一人獨自承受，讓親戚朋友知道，互相協助、代禱，能得著
面對苦難的力量。
# 經歷苦難、試探，對基督徒是很好的功課及磨鍊，因為《羅馬書》5 章 3-5 節
告訴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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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們當怎樣過聖潔的生活？
# 人性是軟弱的，當基督徒與社會融合時，要行在聖經話語的教導中，才不會
受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所誘惑。
# 我們應該盡量避免陷自己於試探的環境之中，不好的事物盡量不要接觸。
# 我們要聖潔，彼此切實相愛，專心仰望上帝的榮耀。言行必須以基督為準則，
而不是隨從世俗的標準。藉著聖靈的幫助，我們才得以聖潔，以至順服耶穌
基督，得著恩惠平安。
# 上帝是鑒察人心的，過聖潔的生活是出於對上帝的順服，不是為了沽名釣譽，
動機不良是無法欺騙上帝
的。當看到需要幫助人而使
得我們內心有感動時，可以
按照 “10 秒鐘原則” 去做：
在心裡自己問耶穌，這是你
要做的事嗎？是，就即刻遵
行，也就是在 10 秒內就趕
快進行，以免自己改變主意。

(圖片: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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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生活】

為主委身台語詩歌創作
鄭明堂的旺盛生命力

小兒麻痺身軀頌讚「天父恩典真正大」

【記者梁敬彥台北報導】
「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佇引導；無論風浪或平靜，祂攏佇
作伴……」聽過這首台語詩歌〈天父恩典真正大〉詞曲創作者鄭明堂老師見證分享的人，
很難不從他獨特的唱腔及講道方式，感染到他「為主瘋狂（Crazy for Jesus ）」的旺盛生
命力。

幼時家貧父母帶子女禱告感謝神
拿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作曲
碩、博士學位後，鄭明堂毅然投入看
似「小眾、不賺錢」的台語福音詩歌
創作，至今已累積上百首作品。本身
是第四代基督徒的鄭明堂受訪時感
謝主，讓他這個罹患小兒麻痺的貧
困農家子弟，有機會創作「阮ㄟ母語
詩歌」
，神也特別恩待他，給他如同
使徒保羅「那根加在肉體的刺」
，彰
顯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所以他要用詩歌創作，不單訴說
「天父恩典真正大」，而且「這恩典白白互人」！
出生 18 個月確診罹患小兒麻痺，醫生宣告鄭明堂恐終身必須坐輪椅。鄭媽媽憑信
心跟上帝禱告，神沒有讓鄭明堂的小兒麻痺全然得醫治，但讓他保有行走能力。幼時家
貧，鄭爸爸鄭媽媽每天都帶著五個孩子一起禱告感謝神；鄭爸爸直到安息主懷前，仍不
住提醒孩子們「最豐盛的財寶積攢在天上，神的恩典夠用。」這對鄭明堂後來投入小眾
的台語詩歌創作具有關鍵性影響。
原本鄭明堂在國中畢業後，第一志願是報考師專，但因小兒麻痺的緣故連報名資格
都沒有。後來北上念工專時，鄭媽媽對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可停止聚會」
，所以在專科
那五年，鄭明堂持續參加團契，也加入聖歌隊及司琴服事。五專畢業前，教會的姊姊覺
得鄭明堂「聲音很好」
，就義務教導鄭明堂聲樂，鼓勵他考台灣神學院音樂系，而鄭明堂
也是那年錄取唯一的男生。
年輕時，鄭明堂有多年玩 Band、創作民歌及參加歌唱比賽的經驗，讓他印象深刻的
是，一位當時已是流行歌壇一姐的歌星，在擔任評審時不留情面地批評鄭明堂「唱得很
差，詞曲創作也不入流」，讓鄭明堂深受打擊。但他沒有放棄音樂創作，(下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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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六版)後來鄭明堂也將這樣靠主「心安然自在」的領受寫成同名台語詩歌，鼓勵
大家「即使世界上的人都不看好你，因為相信有主的同在，就全然交託」。
談到〈天父恩典真正大〉的創作故事，鄭明堂說，當時他在紐約攻讀「20 世紀作曲
法」的學位，美國的親戚為了要辦結婚 50 週年感恩禮拜，知道鄭明堂會創作，就邀他
寫一首台語詩歌。
鄭明堂坐在鋼琴前跟上帝祈禱，求神給他靈感，這首詩歌不單是要為著結婚 50 年
的老夫妻，向上帝獻上感恩，也要成為「眾人謳咾上帝之歌」
。神引導他文思泉湧很快就
完成詞曲創作，後來回台灣後發表〈天父恩典真正大〉，引起很大的迴響，傳唱至今。

天國，好像人變賣所有跟隨主
學成歸國後，鄭明堂受邀到台神任教，也持續投入台語詩歌創作，並與更生團契配
搭進到監所內分享。那時，有人邀他到大學任教，也有唱片公司請他為台語藝人創作流
行歌，他都推掉了；很多人覺得他很「狂」
，有錢不要賺，反而去做那個「小眾」的台語
詩歌，以及到監獄去做那個沒有酬勞的表演。鄭明堂說，其實就是效法保羅的榜樣「我
們若顛狂，是為了神」！
鄭明堂猶記，他起初參與監獄佈道時，聽到那裏的同學們語帶揶揄竊竊私語「唱耶
穌歌的又來了」；當他開口唱改編為 Jazz 搖滾曲風的〈天父恩典真正大〉時，大家跟著
手舞足蹈地唱和，那個喜樂是藏不住的。
鄭明堂提到，以音樂創作而言，天國的經濟學跟世界上把獲利放在前面的法則是截
然不同的，台語詩歌創作以及實體 CD 的販售，本身是無利可圖，甚至是要貼錢去做；
但想到只要有一個靈魂，因為聽到詩歌而被主耶穌的愛吸引，那個從天上來的獎賞是比
任何有形的金錢報酬都來得有價值。
談到對大家怎麼「為主瘋狂」的建言，鄭明堂說，就是渴慕把福音透過諸般的智慧
傳給未信者的那份「近乎瘋狂的熱
情」！神量給各人不同的福音負擔及熱
情，他的經驗就是「先求神的國和神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就像
馬太福音十三章 45-46 節所說：
「天國，
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
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
了這顆珠子。」基督徒對天國的渴慕，
就會在我們的行動展現出來！

(照片：鄭明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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