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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

彌迦書六：8

〈華語〉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

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上帝同行。」
〈台語〉 「人啊，伊曾(bat)指示你甚麼是好。耶和華愛你甚麼？
獨獨愛你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及你的上帝相及
(saⁿ-kap)行。」

讚美歌詞

從早晨到夜晚

1.早起我來尋求祢，渴慕聽祢的聲音，思念祢極大慈悲，較多與祢來相親
從早起到暗暝，從高山直到深坑，親愛主我欲讚美祢的名。
從早起到暗暝，祢的疼永無停止，親愛主我一生欲跟隨祢。
(複)我的主，我愛祢，我欲讚美祢的愛無停止。(2 次)
2.暗暝我還欲讚美，向祢表明我心意，向主來唱一首歌，獨獨欲唱互祢聽
從早起到暗暝，從高山直到深坑，親愛主我欲讚美祢的名。
從早起到暗暝，祢的疼永無停止，親愛主我一生欲跟隨祢。

本會消息
一、歡迎第一次到本會參加敬拜的兄姊，願上帝賜福眷顧您，歡

迎參加小組或團契。
二、本週主日(2/21)事工：
(一) 今日上午 10:00 舉行聯合禮拜並召開定期「會員和會」。
(二) 下午 1:30「團契會計研習會」於教育館 301 教室，請各
團契會計人員出席參加。
(三) 下午 2:00 建委會於教育館 201 教室。
(四) 下午 2:00 獻堂感恩禮拜籌備會於教育館 303.304 教室。
三、下週主日(2/28)事工：
(一) 228 和平紀念日(74 週年)。
(二) 原住民宣教奉獻主日，方金忠牧師前來本會講道請安。
(三) 學道班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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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配合防疫措施，請兄姊參加各項聚會時，務必遵守現場規

定及戴口罩。
五、本會設教 128 週年暨新教育館獻堂感恩禮拜於 3/7(日)下午
3:00 舉行。培靈會於 3/13-14 舉行，講員：葛兆昕牧師(屏東
和平教會主任牧師)。
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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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選取一節經文，操練「與神相
遇」。
七、2/27(六)下午 1:00-4:30 台北中會財務部檢帳、庶務部簿冊檢
查於教育館 3 樓。
八、台灣神學院信徒神學系，「使徒行傳」課程 2/24(三)晚上
6:40 開課。「教會簡史」課程 2/25(四)晚上 6:40 開課。

團契事工消息
◎小組時間：

(1)幸 福 小 組：週一晚上 7:30 (5)喜 得 小 組：主日上午 10:30
(2)以 馬忤斯小組：3/04 開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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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上午 10:30
(4)加百列劇團：3/06 開始聚會
◎松年團契聚會與事工
(1)2/22(週一)上午 10:00 有聖經與植物課程，參加的兄姊請帶
健保卡，10:00 前刷卡報到上課。下午 1:00-3:00 卡拉 OK
歌唱活動仍舉行，請 12:30 在教育館三樓刷卡報到。
(2)2/24(三)社區關懷協會課程開始！請報名參加的松年兄姊預
備迎接新學期課程。
(3)台北中會松年部 2/26(週五)舉行新春野外禮拜，集合地點是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 7:00 上車，士林教會報名參加的兄姊是搭
戊車。

關懷協會活動
◎02/24(三)09:30-11:30 邱逸蓁老師「相見歡-身體健康你我有責」
◎02/25(四)09:30-11:30 董仁德教練「樂活有氧鬆筋」
◎週三-週四 12:30-15:00 桌遊、電影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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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禱事項
◎進入 2021 年，懇求上主眷顧帶領，台灣前途、國家安全、人民

幸福；求主賜智慧、能力給執政掌權者，「行公義、好憐憫，心
存謙卑行在真理中。」
◎為五區牧養事工及各區長執禱告，使長執成為上帝羊群的守望代

禱者；求主憐憫醫治身心軟弱、住院、孤獨的兄姊肢體。
◎為新教育館落成、推動的事工代禱，教會兄姐成為基督門徒，委

身順服在合一、宣教的異象中，使教會成為「守護社區心靈」的
福音中心。

本週壽星

願主賜福您！祝您生日喜樂！

02/21：謝貴麗、柯易鴻、楊晴

02/25：徐世雄、郭永林

02/22：林明月、簡麗真、簡雅莉

02/26：江稜裕

02/23：蔣幸靜

02/27：宋龍鳳

02/24：劉政郁、吳東穎

02/28：游秀春、曾弘儒

每日讀經進度

2021 與金句有約

日期

經文

日期

經文

02/21(日)

雅歌六

02/25(四)

以賽亞書二

02/22(一)

雅歌七

02/26(五)

以賽亞書三

02/23(二)

雅歌八

02/27(六)

以賽亞書四

02/24(三)

以賽亞書一

02/28(日)

以賽亞書五

◎以賽亞書簡介

《以賽亞書》排列於希伯來聖經大先知書之首，是一卷極重要
的書，宣告神對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復興計劃，也宣告他在世界歷
史中要成就的宏偉救贖。本書氣勢磅礡，結構嚴謹，洋洋 66 章。
正如舊約 39 卷書，本書前 39 章論及神的審判，內容包括歷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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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和預言；由 40 章到 66 章，恰如新約的 27 卷書，從曠野的呼聲
開始，預言彌賽亞的工作，直到新天新地結束。
以賽亞先知是在國家黑暗危難之際蒙召（6 章）。他在本書前
部分傳達的話，許多都是在南國猶大被強敵亞述國威脅時寫成的，
此時北國以色列已亡，人民被擄，亞述又揮軍南下，兵臨聖城。
以賽亞深知猶大的危機不單是亞述武力的威脅，更在於國家犯了
罪，違背神的命令，不信靠他。先知以種種扣人心弦的警語，規勸
百姓要過公平、正義的生活，棄絕偶像，以免遭受嚴厲的審判和懲
罰。本書後部分是安慰、拯救的信息，先知的預言不單貫穿以色列
的歷史，甚至擴展到「地極」和「列國」。先知預言以色列雖然受
罰，被擄到巴比倫，但到那日神要在曠野開路，帶他的選民從東南
西北返回。
本書許多預言都被看作是指向日後的彌賽亞，如「有一嬰孩為
我們而生」、「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受苦的僕人」。耶穌開始
工作時，就宣讀本書第 61 章表明他的使命。新約節錄先知書，以
《以賽亞書》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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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篇

《燔祭--道成肉身》

20210221

出卅八 1-7 馬可一 12-15
今天我們要召開「定期會員和會」，這是長老教會體制的一項功課，
落實「因信稱義、萬民皆祭司」的改革宗信仰精神--「信耶穌的人都有責
任來幫助他人認識上帝在耶穌裏的救恩。」會員和會就是邀請(也是要求)
信徒會員，同心合意聽取教會各事工部門與團契的分享報告，並且願意一
起參與。
一、定期會員和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定期會員和會」不是會員大會，不是股東大會，
而是「一切為榮耀上帝」的禮拜。
「定期」，是每年一次於二月底之前召開；
「會員」，是指受洗、並認同長老教會信仰精神，願意遵守長老教會體制
的信徒，若在長老教會受洗，就是會員，若是在其他教派受洗而願意在長
老教會聚會、參與服侍者，就可以經由小會接納、辦理設籍，成為會員。
「和會」，是回應耶穌的訓令:「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
上帝的兒子。」(太五 9) 耶穌又對門徒說:「你們中間要有鹽，彼此和睦。」
(可九 50) 保羅也說:「上帝召你們原是要你們和睦。」(林前七 15) 彼得則
勉勵信徒:「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彼前三 11) 因此，「萬
民皆祭司」的意思不是每位信徒都變老大，可以指揮要求別人，而是願意
成為上帝的器皿、基督的手腳，帶領人到上帝面前得救恩。而器皿之間的
成全合作，或是手腳相互的配合，必定要有全心參與、和平和睦的關係方
可得之。
這就是為什麼「會員和會」是在禮拜中召開，因為我們尊主為大。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第三段，說：「我們信，教會是上帝子民
的團契，蒙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
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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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9 又使眾人都明白甚麼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上帝
裏的奧祕， 10 為要在現今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知道上帝百般的
智慧。」(弗三 9-10) 上帝選召教會要向當代宣講祂的智慧，闡明其奧秘的
救恩，所以教會的主權必須單單屬於主基督。
二、主權與治權(管理)
主權若更完整地屬乎基督，祂就更豐盛地充滿在教會中；如此，治權
的運作就必須服膺「教會主權單屬基督」的前提。而這主權結構，需用
上帝的方式，非人的方式來運作：上帝選擇人、非組織，來一起同工。所
以主耶穌和保羅都以「管家」，來教導我們盡忠職守。
我們曾經提過，反省上帝與受造萬物之間的責任時，當以「管家」
(Steward)的觀念取代傳統的主權(Lord)之觀念。兩者的差別在於：主宰者
擁有絕對的掌管主權，而管家只是受託付、被交代相對的治理之責任。主
人是「主權擁有者」，管家是「治理者」，管家必須向主人交代，而我們
的主人就是上帝。有一天，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站在白色寶座前，為自己一
生的作為在上帝面前交帳。
教會是上帝所託付的管家，上帝主要是使用人，非使用組織。我們常
說：「人事，人與事；『人』對了，『事情』就不會太離譜。」上帝選召
人，要領袖做出信心的跨越。因此，我們必須信靠上帝，也信任上帝所託
付的領袖以及他的團隊；如同耶穌選擇信任彼得與門徒們，託付門徒「大
使命」。因此，上帝的方法是使用祂所揀選、邀請的領袖，並信任他們。
一個服侍團隊的領導模式，需要確定、並認知其團隊成員都同樣重要、
同樣價值、同享尊榮；但是團隊運作之間，必須有次序有規矩，這就產生
組織的職分。在教會，我們稱領受職分的牧者、長執、會長，是從上帝領
受權柄。
今天的定期會員和會，除了感謝上帝在 2020 年的賜福、帶領之外，
我們也為新教育館的落成啓用，獻上感恩並向前邁進。教會領受上帝恩典
與託付，是來自天上的異象；其中最奧秘的恩典，就是「道成為人」與「獻
上燔祭」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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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成肉身的燔祭
「獻祭」在聖經記載該隱亞伯這對兄弟已經知道但是創世記四章的焦
點在獻祭的態度：「你若做得對，豈不蒙悅納(仰起頭來)嗎？」表示獻祭
禮儀跟日常生活行事為人有關。如果日常生活行得糟亂，卻說：「我來做
禮拜，上帝會悦納我。」這就有困難喔。
「燔祭」是從挪亞建築燔祭壇開始：「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
各種潔淨的牲畜和各種潔淨的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創八 20) 後來，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獻燔祭的紀載。從摩西領受燔祭條例(利一 17)，我們看到「耶穌的燔祭」給我們的屬靈功課：
1. 一進入會幕，先遇到的就是祭壇。聖經記載上帝詳細交代摩西如何製
作祭壇，這是「焚燒祭物的壇 Altar of burnt offering」。祭壇，是讓人
將「所擁有的」獻上，無論是牛、羊、斑鳩或雛鴿，按照自己的力量奉
獻。祭壇，同時是將自己獻給主的地方，進入帳幕的外院會先看到燔祭
壇，這是祭牲物流血的地方，人必須經過這個壇流血贖回，才能到上帝
面前。祭壇是以皂莢木包銅製造而成，皂莢木經不起火燒，銅代表上帝
審判、耶穌基督在十架上代我們受苦。祭壇的四方表達耶穌基督是中
保，為普天下四方眾人的罪作挽回祭，要將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回
歸。
2. 燔祭是摩西五經中的五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獻祭；每天早晚一次獻
上的祭，必須完全焚燒(利一 9)，代表完全獻上。獻祭前，「他要按手
在燔祭牲的頭上，為自己贖罪，就蒙悅納

」(利一 4) 按手在牲畜頭

上，是「連結/替贖」的意思 耶穌開始傳道時，施洗約翰向學生介紹
耶穌，說：「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約一 29) 受洗
時，我們和耶穌連結，領受祂完全的犧牲與替贖
3. 主耶穌開始傳道之前，在曠野受撒但的試探，經歷野獸同在、天使伺候
陪伴的生活實況，讓世人看見上帝救贖恩典的啟動：「14 約翰下監以
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講上帝的福音，15 說：『日期滿了，上帝的國
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可一) 經過十字架祭壇，耶穌基督
一次完成永恆的獻祭替贖，並且邀請我們經歷十字架得勝的生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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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25…凡為我
喪失生命的，要得著生命。」(太十六)
舊約先知彌迦提醒我們：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
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彌六 8) 上帝喜悅的獻祭已經在耶穌基督道成為人十字架上，作最完全的
啟示與榜樣，讓百姓信徒在年節的獻祭之外，生活中顯出見證的回應和結
合，每天生活都有公義、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
【祈禱】
親愛的主上帝，感謝讚美祢，從亞當、挪亞開始，就知道必須在主面前敬
拜獻上燔祭，才能夠蒙主赦罪、蒙祢悅納
感謝主聖靈帶領教導，幫助我們明白獻祭認罪後，需要進一步過潔淨的生
活，讓我們的言行舉止心思意念不再得罪主、傷害人
謝謝主耶穌寶血使我們得重生，領受永生的盼望，生活中能夠行公義、有
憐憫，以謙卑的心與主同行

奉靠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思想與分享】
1. 主耶穌道成肉身「愛與犧牲」的榜樣，我最深的體會是什麼？
2. 請分享自己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會員和會」的認識、體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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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行事曆
聯合禮拜/會員和會/團契會計研習/建委會/

02/21

(日)

02/22

(一) 聖經與植物/據點開課

02/26

(五) 禱告會(許承道牧師主理、聖歌隊+愛家領唱)

02/28

(日)

教育館獻堂感恩禮拜籌備會

228 和平紀念日(74 週年)/原住民宣教奉獻主日/
學道班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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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聖工
證道
司禮

本週主日禮拜
第一場(華)
第二場(台)
許承道
張主明

司獻

林家爵、陳宏榮、陳詩喆

值星
招待
領唱
司琴
視聽
投影
獻詩
插花

陳旭彥
楊玟婷、陳嘉惠
佈糧敬拜團
陳詠韻
郭文貞
陳巧瑋
聖歌隊
陳宗慈

禮拜日

禮拜一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事
聖工
證道
司禮

奉
下週主日禮拜
第一場(華)
第二場(台)
方金忠
方金忠
林佳蓉
黃百加

司獻 龔貞如、潘為元
值星
招待
領唱
司琴
視聽
投影
獻詩
插花

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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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禮拜(主日學)
上午 10:30 少年團契
上午 10:30 以便以謝
上午 10:30 青年團契-喜得
上午 10:30 青年團契-KFC
下午 01:00 愛家團契
上午 09:30 松年團契
晚上 07:30 幸福小組
上午 08:30 全職同工禱告會
晚上 07:30 以馬忤斯小組
上午 09:30 豐盛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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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0 雅歌詩班
下午 02:30 姊妹團契
下午 04:00 聖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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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為元、林素雲
柯金木

龔貞如
少年團契
佈糧敬拜團
佈糧敬拜團
陳詩典
陳勝德

蘇娟慧
楊玟婷、楊寶齡
許藍尹
鄭淑姃、鄭彥萍
陳旭彥
裴文鼎
聖歌隊
陳宗慈

上週出席
165
225
24+12

本週領會
許承道牧師
許承道牧師
郭文玉姊妹
會員和會聯合禮拜
會員和會聯合禮拜
會員和會聯合禮拜
會員和會聯合禮拜
林宗德執事
楊晴媚長老
何姿諭執事
邱保惠幹事

5

新春郊遊
許承道牧師

19

張乃寧姊妹
鄭淑姃姊妹
廖天才長老
李明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