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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主題：更新與轉化
第一場禮拜(華語)：九點

證道：張勝為傳道
司禮：陳詩喆執事

禮拜
直播

預備敬拜 ······································ 會 眾
邀
請 ······································ 司禮者
金
句 ···· 馬太福音十三：44 ················· 會 眾
同心禱告 ···· (含主禱文) ······················· 司禮者
敬拜讚美 ···· 1.我要歌唱祢愛到永遠 ········· 佈糧敬拜團
2.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3.我神真偉大
證
道 ···· 「真正有甘願」 ··············· 張勝為傳道
馬太福音十三：44-46
回
應 ···· 影片：「請(傾)聽我說」 ······· 青少年團契
感恩奉獻 ···· 祢的恩典 ························· 會 眾
祝福禱告 ·································· 許承道牧師
殿
樂 ···· 心中無別人(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佈糧敬拜團

金句

馬太福音十三：44

〈華語〉

「天國好比寶貝藏在地裏，人發現了就把它藏起來，

〈台語〉

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
「天國親像寶貝囥佇園裡，人抵著就囥密伊，
因為歡喜才去賣一切所有的，來買彼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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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張勝為傳道

第二場禮拜(台語)：十點卅分 司禮：王祐晨弟兄

主日禮拜
YouTube 直播

預備敬拜 ·································· 梁健福長老
序
樂 ···· (安靜默禱) ··················· 林主祐弟兄
陳詠韻姊妹
宣
召 ···· 詩篇六十三：1-3 ·················· 司禮者
聖
詩 ···· 603 首「上帝作咱安全要塞」 ······· 會 眾
祈
禱 ····· (含主禱文) ·················· 何姿諭執事
信仰告白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二、三段) · 會 眾
啟 應 文 ···· 2(詩篇 1) ························ 司禮者
聖
經 ···· 馬太福音十三：44-46 ·········· 許安立弟兄
證
道 ···· 「真正有甘願」 ··············· 張勝為傳道
回
應 ···· 影片：「請(傾)聽我說」 ······· 青少年團契
奉
獻 ···· (一)獻作活祭(二)我的錢銀獻給祢 ··· 會 眾
金
句 ···· 馬太福音十三：44 ················· 司禮者
公
禱 ······································ 會 眾
頌
榮 ···· 369 首「超過阮的想像(第四節)」 ··· 會 眾
祝
禱 ·································· 許承道牧師
阿 們 頌 ···· (請於殿樂結束後離席) ············· 會 眾

本會消息
一、 第一次前來本會聚會的弟兄姊妹，我們歡迎您！
二、本週主日(3/29)事工
青年主日，青少年團契於第二場禮拜中服侍。
三、下週主日(4/5)事工
(一)教會學校紀念主日。
(二)棕樹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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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會公告
1. 配合政府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指揮中心「室內集會 100 人以
下」的限制，未來兩週 4/5、4/12，請會友兄姊在家收看禮拜直
播。https://www.sl-pc.org.tw/video/live
今日招待處有同工協助教您「如何使用手機上網參加禮拜」
2. 各事工部、團契、小組暫停人員(實體)聚會至 4/30，為主日禮拜
做預備者除外。取消的活動、講座、特會，包括：(3/29「清明聯
合追思禮拜」，4/4、4/11教育事工部舉辦「基督的最後七天」，
4/12「朝陽禮拜」、4/18 宣教、青契「宣教探索課程」、4/25「宣
教小講堂」，4/26 兒主「野外禮拜」，5/10 母親節「野外禮拜」，
5/24「台語比賽」，5/30 教育部舉辦「信仰的巨人」講座)。
3. 教會預備「匯款奉獻的銀行資料單張」及奉獻袋，讓會友兄姊攜
帶回家，以便奉獻。
4. 若有未接到訊息而到教會者，應戴口罩，座位保持一公尺間距。
5. 週五祈禱會(20:00-20:30)以直播方式進行，線上兄姊闔家或各
自禱告。
五、歡迎您以行動支持並參與本會各項事工。
匯款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士林分行
匯款戶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士林教會
匯款帳號：192-10-027961
備註：
(1)轉帳手續費依各銀行規定而有所不同，由奉獻者於轉帳時自行
負擔。
(2)匯款後請電話通知辦公室。
(3)亦可在網站上下載或至招待桌索取奉獻單，於主日投入奉獻袋
或傳真至辦公室
(4)我們會在確認您的奉獻之後，依您在奉獻單填寫的意願，
刊登於本會週報。
六、 張勝為傳道自 2016 年 9 月總會傳道委員會派至本教會，任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感謝張傳道過去這三年半的參與服侍，願主賜福保守
勝為傳道、恩妤夫婦，前面服侍的道路。
七、四月豐盛人生請至招待桌或辦公室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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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4/2-4(四-六)清明連假，辦公室停班。
九、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獎學金申請至今日截止，尚未申請者，
請儘快將申請表格交至辦公室。
十、教育館之景觀工程及內部設備裝潢的認獻項目，認獻單置於招待
桌，歡迎兄姊為特定項目之全部或部分金額認獻。
十一、「2020 與金句有約」，邀請兄姊按「每日讀經進度」選取一節
經文填寫於金句單。

團契事工消息
◎小組時間：
(1)幸 福 小 組：暫停

(5)喜 得 小 組：主日上午 10:30

(2)以馬忤斯小組：週四晚上 7:30

(6)K F C 小 組：主日上午 10:30

(3)豐 盛 小 組：週五上午 9:30

(7)以便以謝小組：5/3 開始

(4)加百列劇團：5/2 開始
◎幸福小組、以馬忤斯小組、豐盛小組線上聚會。

教育館興建
◎本週進度：1F 圍牆洗手台給排水配管、缺失改善-RF 地坪隔熱磚、
邊溝、外牆筋面條磚污損打除，以利重貼。
◎下週進度：水泥板工程、缺失改善。

關懷協會活動
◎本會社區關懷據點、依照社會局規定，延長停辦至 6 月底，屆時再
評估開放時間。

教界消息
◎今日下午 3:30 舉行馬偕紀念教會李幸玲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授職感
恩禮拜於總會事務所 2 樓。
◎原定 4/21-24 總會第 65 屆通常年會延至 6/16-17 召開。

4

講道篇
真正有甘願

20200329
馬太福音十三 44-46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在這個武漢肺炎疫情壟罩的時刻，感謝主讓我們
還可以到祂面前來敬拜。這次疫情除了帶來生活的不便與經濟的危機，我
們也看到特別多的生離死別。在這時候我們也靜下心來思想，我們一生追
求的都是甚麼呢？有意義嗎？特別今天也是青年主日，求主讓我們也恢復
成為青年的心，可以對生命充滿好奇與追尋。
前兩年我們宣教事工部辦了一場「宣教體驗營」，我們幾位青年去到
新竹鎮西堡長老教會的營地露營，體驗泰雅族的生活智慧，包括獵場與傳
統領域、祖先的教訓(Gaga)、還有在山上耕作的方式。有一天下午，我們
到農人的田裡幫忙除菜蟲，因為現在當地農民採用「自然農法」（不要完
全移除雜草/林木、讓土地休耕、減少使用農藥／化肥…等）；我們才下
田體驗一兩個小時，就已經腰酸背痛、叫苦連天了。休息的時候，我們問
耕田的長老，用這樣的方法耕作，產量有比較多嗎？或是更現實的問，賺
得了錢維持生活嗎？長老很有自信的說：「價值比價格重要。我們寧願不
要那麼多錢，卻可以賺得土地和人們的健康，我們自己也做得安心。」我
們真的能體甚麼是價值嗎？價格與價值又要怎麼計算？
一、馬太福音的信息：天國近了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三２）這是馬太福音反覆強調的
主題。甚麼是天國呢? 簡單來說，當天國降臨，全人類都會體驗到上帝的
大能、公義和慈愛。特別來到今天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穌說了好幾個跟
天國有關的比喻：天國好像芥菜種子、好像酵母、也好像寶藏。這一切都
是要說明，其實天國並不遠，它並不是我們死後即將到達的未知世界，而
是就在我們身旁；雖然我們現在只看到天國的一點點痕跡，但它很快就要
發芽、成熟，並且帶來巨大的影響力。
根據學者的研究，馬太福音很可能是在安提阿寫成的（還記得嗎？安
提阿的信徒們是第一批被稱為「基督徒」的，可見他們的認真與熱心，參
考徒十一２６）。當時安提阿是羅馬帝國的第三大城市。他們一邊享受著
帝國城市的方便的繁華，但是一邊也在面對信仰上的掙扎。特別進入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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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後，對信仰的逼迫越來越嚴重。可能有些基督徒也在想：羅馬皇
帝那麼有權勢，耶穌真的是我們唯一的主嗎？有沒有容易一點的生活方式，
讓我可以一邊信耶穌，一邊當一個平凡的小市民就好？但馬太福音鼓勵信
徒們要走一條不回頭的路，因為耶穌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太一２１）你如果仔細看馬太福音的話，耶穌好像新的摩西，要帶領新
以色列（基督徒）走出埃及（羅馬帝國？）。
兄弟姊妹，你是否曾經向安提阿信徒一樣，奮力追求/開創一種新的
生活方式? 或許是一個人離鄉背井工作、或許是學習一項冷門的技術/才
藝/學科、或許是展開一段旁人不一定看好的關係、或許是成為家族裡第
一個基督徒…等等。在做這些開創的時候，你肯定是要付上代價的；你可
曾否問自己，我付出了這麼多，價值在哪裡？
二、Ｃ/Ｐ質夠不夠高？價格的誘惑與綑綁
你如果曾經認真的付出，一定也會問自己，到底會不會有好結果？更
直白地來說，到底Ｃ/Ｐ高不高，值得我努力追求嗎？有時候不只是個人
努力問題，環境的挑戰也非常巨大。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要面對的困境與挑戰。有些人說千囍市代（１９８
０－１９９０年代出生）以後的都是「草莓族」，不但生活態度不夠嚴謹、
吃不了苦，甚至工作定性也不夠。最近有一篇小文章這樣說：「對千囍市
代：『歡迎來到你的青春期！有遍布全球的恐怖分子等著你！』『歡迎進
入你的工作職場，全球經濟不景氣等著你！』『歡迎當新手父母！有全球
性的病毒等著你！』」當然我們不是把這個無限擴張，否則就要成為「憤
青」了，但我們得說，時代的挑戰非常劇烈。最近在跟我們同工聊天，在
我們士林捷運站附近，光是租一間雅房，就要台幣八千元以上，如果要套
房，要一萬元以上；但在這種低薪的生活下，我們每天被價格綑綁，如何
追求價值呢？就連教會，有時都會過於重視看的到的數目與價格。當教會
每年在統計人數增減與奉獻多寡、甚至最近在統計禮拜直播的人數的時候，
都免不了這種誘惑。我們的困難在於，我們只能計算看的到的數目與價格，
卻不容易去衡量無形的價值。
不過，在這裡我也要鼓勵各位青年，好好服事你所在的教會，不論是
我們士林長老教會，還是你在世界各個角落任何耶穌的肢體。你願意為了
來教會親近上帝，減少補習時間嗎？另外安排約會嗎？安排週末以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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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打工嗎？把放鬆的週五晚上拿來參與祈禱會、操練禱告嗎？服事教會並
沒有辦法讓你賺得金錢、賺得名聲、賺得學業成績，甚至還沒辦法賺取學
校的服務時數，你還必須付出你的時間、精力、熱情，也會在其中經歷許
多信仰和人際關係的挑戰。但是，當你把自己奉獻給教會，上帝必定不會
虧待服事祂的孩子，你也會漸漸體會與上帝、與別人、與自己關係和好的
甘甜。耶穌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
重他。」(約翰福音十二 26)
三、上帝會翻轉我們的不甘願，使我們歡歡喜喜追求天國價值
在 1984 年 12 月，南非的屠圖主教(Rev. Desmond Tutu，1931-)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他一生致力於用非暴力的抗爭手段，要求南非政府廢除種
族隔離制度。在領完獎之後，他講了一個故事，他說：「當宣教士們來到
非洲的時候，他們擁有聖經，我們擁有土地。他們說：『讓我們閉起眼睛
禱告吧。』當我們睜開眼睛的時候，我們擁有了聖經，他們則擁有了土地。」
南非的種族隔離是一段血淋淋的歷史，但上帝全能的手讓基督信仰再次扎
根非洲大陸，超越了殖民/宣教者好壞摻半的意圖，聖經也成為受壓迫的
非洲人民追求幸福/平等極大的動力，他們找到了「極貴重的珍珠」。
這讓也我想起五月天樂團的一首歌「心中無別人」，裡面有一段歌詞
這樣說：
無味的命運 平凡的世間 混亂的心內
微微阿怨嘆 一天又一天 你甘不曾
開太多氣力 佇這個世界 有稍微無睬
愛你是唯一 真正有價值 真正阮甘願
甘願阮放棄一切 又流出歡喜的目屎。
是你給阮一個夢 未記人生的苦澀
真正想要對你講 甘擱有別項
是你放阮一個人 走過風雨的思念
真正想要對你講 心中無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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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或許你曾經失去一些東西，或許你也正在經歷一些
「怨嘆」與「無甘願」。但我相信上帝會帶領我們人生的路，祂會幫助我
們去挖掘天國價值，體會「真正有甘願」，歡歡喜喜的追求上帝國的榮耀。
思想與分享：
1.對現在的你來說，做甚麼事情是Ｃ／Ｐ值最高的、或是你曾經購買過甚
麼Ｃ／Ｐ值很高的產品？你是否曾經奮不顧身地追求甚麼
（學業、工作、
愛情、信仰．．．）嗎？
2.我對教會／信仰生活有甚麼期待？我曾否經歷從不甘不願到歡歡喜喜
地參與教會生活？特別當教會生活漸漸使用許多直播/影片/訊息時，我
如何與兄弟姊妹們培養「真實」的關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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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禱事項
◎為教會五區牧養事工及各牧區長執禱告，求主帶領，使長執成為上帝
羊群的守望代禱者，並教導我們領受合一異象。
◎為政府掌權者代禱，求主賞賜智慧與憐憫的心，使他們成為上帝忠心
的管家，使全國人民、政府官員同心，實踐「行公義、心存憐憫」的
功課。
◎為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的控制，患者得醫治，人民得平安。

本週壽星

願主賜福您！祝您生日喜樂！

3/29：陳俊德、楊茜雯

4/03：嚴吉弦

3/30：吳昱樘、羅瑞霞、陳淥亞

4/04：盧枻允

3/31：郭珮瑩、黃思愷

4/05：林瑞馨、賴建榮、李成富

4/01：林李美燕、陳絲、李炳堯

每日讀經進度 2020 與金句有約
日期

經文

日期

經文

3/29(日)

歷代志下二

4/02(四)

歷代志下六

3/30(一)

歷代志下三

4/03(五)

歷代志下七

3/31(二)

歷代志下四

4/04(六)

歷代志下八

4/01(三)

歷代志下五

4/05(日)

歷代志下九

教會近期行事曆
03/29

(日) 青年主日

04/02

(四) 04/02-04 清明連假辦公室停班

04/05

(日) 教會學校紀念主日/棕樹主日

04/10

(五) 耶穌受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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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本會主日禮拜的配套措施，
請兄姐注意配合（2020.3.22 更新）：
1.招待處備有酒精消毒液、額溫槍、口罩、喉糖，請配合量體溫、
戴口罩。
2.座位盡量維持一公尺間距。不方便戴口罩者，請坐室外座位。
3.使用拋棄式麥克風罩。
4.長椅一排坐 4 人。
5.拱手代替握手。
6.每週三次消毒清潔會堂。
7.身體不舒服、不適者(喉嚨疼/輕微咳嗽/流鼻水)，從國外回台
者，或有接觸從國外回來的同事、親友者，敬請在家收看直播。
讓我們一起禱告祈求上帝與眾人同在。「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上帝所賜那超越人
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

會友之間因借貸、投資致生糾紛，小會提醒會友應予避免。
特此公告
推

銷：本教會尊重保險、直銷及其他金融業、非金融業等職場從業人員，
但在教會中不可主動推銷自己或他人的產品，只可以被動的受託
服務弟兄姊妹。
借 貸：本教會不鼓勵弟兄姊妹之間有任何借貸行為，若私下有借貸關係，
請自行負責。
互助會：在教會請勿邀人加入互助會，若有人起會，純屬其個人行為，
與教會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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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聖工
證道
司禮
司獻
值星
招待
領唱
司琴
視聽
投影
獻詩
插花

工

事

本週主日禮拜
第一場(華)
第二場(台)
張勝為
張勝為
陳詩喆
王祐晨
祈恩、撒霂
柯金木、張乃文
以恆、弘俊
柯金木
梁健福
睿祈 主祐
陳詠心、劉澤餘
明源 以恆
佈糧敬拜團
連珮吟
佈糧敬拜團
林主祐、陳詠韻
王立德
陳巧瑋
劉澤餘
吳珧婷
青少年團契
郭文貞

聖工
證道
司禮
司獻
值星
招待
領唱
司琴
視聽
投影
獻詩
插花

奉
下週主日禮拜
第一場(華)
第二場(台)
許承道
許承道
龔貞如
楊晴媚
陳麗娟、林佳蓉
王俊讀、何姿諭
林素雲
王俊讀
陳姃姃
王俊讀

佈糧敬拜團
連珮吟
佈糧敬拜團
鄭淑姃、鄭彥萍
陳詩典
郭文貞
陳旺聖
吳珧婷
聖歌隊
郭林雅雲

聚會時間

上週出席

上午 09:00 第一場禮拜(華語)
上午 10:30 第二場禮拜(台語)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
禮拜日
上午 10:30 少年團契
上午 10:30 以便以謝
下午 01:00 愛家團契
禮拜一 上午 09:30 松年團契
上午 08:30 全職同工禱告會
禮拜三 上午 09:30
週三查經班(早晚班)
晚上 07:30
禮拜四 晚上 07:30 以馬忤斯小組
禮拜五 晚上 08:00 禱告會
上午 10:30 加百列布偶劇團
下午 01:30 佈糧敬拜團
下午 02:00 姊妹團契
禮拜六
下午 02:00 雅歌詩班
下午 04:00 聖歌隊
晚上 07:00 青年團契
小組-喜得：9 人，KFC：8 人，豐盛：9 人

93+25
132+23
39+1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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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淑燕

本週領會
張勝為傳道
張勝為傳道
林佳蓉執事
青年主日

38
6

鄭以文傳道

7
27
張乃寧姊妹

31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