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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 2023 年 5 月 14 日   

 

年 度 標 竿  『 更 美 長 存 的 家 業 』 

教會異象：建造我們的家—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母親節主日敬拜程序】 聚會時間表 
主日 會前禱告會 上午 08：30 
 主日第一堂 上午 09：00 
 主日第二堂 上午 10：3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0：30 

週二～六 晨禱會 上午 06：00 

週二 禱告會 下午 01：30 

週三 禱告會 晚上 07：30 
 

本週讀經表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5/14 □約 7:25-52 □詩 119:65-72 □書 17-18 

5/15 □約 8:1-30 □詩 119:73-80 □書 19 

5/16 □約 8:31-59 □詩 119:81-88 □書 20-21 

5/17 □約 9:1-25 □詩 119:89-96 □書 22 

5/18 □約 9:26-41 □詩 119:97-104 □書 23-24 

5/19 □約 10:1-21 □詩 119:105-112 □士 1-2 

5/20 □約 10:22-42 □詩 119:113-120 □士 3-4 

一年完成：每天讀完三段。 

兩年完成：第一年每天讀完第一、二段， 

次年讀第三段。 

三年完成：第一年每天讀完第一段， 

次年第二段，第三年第三段。 

 
 

一、手舞足蹈讚美神 

二、讚美感恩敬拜神 

司會：胡敏惠執事 

敬拜：向恩駿執事 

學生崇契 

三、禱告讀經敬拜神 

以弗所書第一章 

四、虛心聽道敬拜神 

講員：岑永康、張珮珊夫妻 

主題：上帝美好的禮物 

五、關懷相交敬拜神 

教會消息 

六、奉獻感恩敬拜神 

三一頌 

七、領受祝福敬拜神 

趙德馨長老/林常平長老 
 
線上奉獻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中和基督之家 

劃撥帳號：1026919-3 

銀行匯款：凱基銀行 中和分行 代碼 809 

銀行帳號：0002-65-3800791-5 

發行所：中和基督之家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278 巷 14 弄 16 號 

電話：(02)2943-4242、(02)2946-5036 

Email：chhoc4242@gmail.com 

網址：www.chhoc.org.tw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和基督之家 



------------------------------------------------------------- 2 -------------------------------------------------------------  

    信息分享                         溫宗浩傳道 

如何回應勝過災禍的基督 

經文：約翰福音九章 1-41 節 

亞當夏娃犯罪後，罪進到人類世界，

第一個罪就是人要自己作主，因此

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物。第二個就
是歸咎責任，指責或將過錯歸咎於

他人。創世記第三章記載亞當犯罪

後責怪夏娃；夏娃責怪蛇。犯罪後
人看不見自己的問題，放大別人的

毛病；縮小自己的問題。指證別人

的毛病；逃避自己的責任，不覺得
自己有問題，問題都是誰的？ 

    犯罪後人一直處在這樣的惡性

循環，直到耶穌基督來到這世上，
像黎明的光照耀這個世界。這光能

照亮兩個部分，約翰福音八章 12

節，耶穌說祂是世界的光：這光能
照亮世人心中的黑暗，指出什麼是

罪。第二、光能指出正確的路，約

翰福音八章 32 節，耶穌說你們必
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

由。」 

   第九章耶穌一行人從聖殿出來
遇見生來瞎眼的瞎子，門徒問耶穌

是誰犯罪，導致他生來瞎眼，耶穌

說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
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

為來。主耶穌並不是說這人和他的

父母沒有罪，乃是說這人不是因罪
成了瞎子。從主耶穌的回答「是要

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由這話

可知，主耶穌醫治這瞎子的目的，
是要彰顯神的大能，以及證明祂乃

是神所差來的『世上的光』，祂來
要使人能夠看見，光的第一個功能

便是使人能認識神。 

    光的第二個功能則是指出一條
路來，也就是真理，耶穌道成肉身，

活出一個合神心意的生命，既是標

準也是榜樣，信徒要立志跟隨這標
準，信徒要回應約翰福音七章 17

節所說，人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信徒若不立志遵行就會像法利賽人，
看似明白聖經，九章 41 節耶穌卻

說他們看似能看見，反倒是瞎了眼。

但是那些承認自己缺乏屬靈的眼光，
進而求告耶穌的人；凡承認自己活

在黑暗中而求告耶穌的，結果必然

可以看見、必然得救贖，必然走在
對的路上，因為耶穌是道路、真理、

生命。 

    進到第九章，在聖殿外，耶穌
所行的事記載在約翰福音中第六個

神蹟，耶穌醫治好了生來瞎眼的瞎

子，透過約翰所記載的神蹟要提醒
我們，神的大能勝過災禍，那信徒

該如何回應呢？今天我將以如何回

應這個角度進行分享。 

一、停止論斷，給予支持 

    門徒問主耶穌那人瞎眼的原因，

是否因為「犯了罪」，這說明人對
事情，總是離不開誰錯的觀念，是

誰做錯了，誰應該要負責，不是當

事人也總喜歡批判一下。就如新聞
的標題怎麼下標最聳動，人們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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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解密、真相、好消息等等的誘

餌式標題充滿興趣，並且加入討論

或瘋傳，這也是為何政論節目不建
議收看，因為這些事我們無法求證，

除了批判信徒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尤其是現在有心人很容易透過
LINE 傳假的資訊，手機很方便傳

遞資訊，但是當你在轉發 LINE 信

息或影片前，請先給自己一些時間，
想一想你所傳的是真的嗎？畢竟轉

傳一個錯誤信息，其危害遠比我們

想像還要來的大。另一種是靈異解
經，按著自己的感動解釋聖經，將

世界時事帶入聖經中做結合，比如：

烏俄戰爭開戰，誰誰誰將是末日關
鍵、打新冠疫苗就是啟示錄中獸的

印記，信徒應該小心處理這類的訊

息，求主給我們智慧知道如何分辨。 

    言歸正傳雖然所有病痛、苦難、

死亡，都是因為罪而進入世界的，

但並不是每個人生病都是因為他犯
了某些罪。人遇見災難和不測之禍

患的時候，不可妄加猜測，說他所

遭遇的是出於神的懲罰。 

    身為主的門徒，我們該更熱衷

於提升自己的能力，讓當事人願意

向我們傾訴需要的能力，當事人才
知道事情的原委，當事人才是問題

的關鍵，基督徒如果能賦予他人，

能說出需求的能力，對方的問題就
有可能解決，第六個神蹟告訴我們，

神的大能超越災禍，因此信徒應該

幫助受苦中的人與神連結，尤其是
曾經受到相同困擾的人。傳福音確

實不容易，但也不是等著對方哪天

開竅，賦能是其中的關鍵，多禱告
我們能為對方做什麼。 

 

二、生命更新，盡都順利 

    基督來到世上絕非僅為改良人
道德的光景，乃是要彰顯祂本性的

榮耀─『顯出神的作為』。人身上

的缺陷，不完全都是罪的問題，更
多時候是人可以經歷神，顯出祂作

為的一個機會。「神的作為」最主

要的部分，就是要解決人心靈的眼
瞎，將人帶到光明之地和生命的更

新。 

    遇到疾病或苦難的時候，正是
我們多得主恩的機會。與其追究痛

苦的由來，不如尋求解決痛苦的方

法，我們應當抓住這些機會，將它
轉變成經歷神的機會。我們曉得萬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雖然神未曾應許信徒的人生，天色
常藍，花香常漫。但凡我們身上所

經歷的患難、病痛、挫折、損失或

災難，卻都能成為神恩典的記號，
在當中經歷「神的作為」。 

三、把握光陰，與主同工 

    基督的門徒皆有分於耶穌的工
作，不只耶穌是『世上的光』，信

徒也是『世上的光』。何為「真實

的信仰」？1.跟從耶穌，不在黑暗
裏走。2.跟從耶穌，活出榮神益人

的生活。落實信仰從我們不論斷別

人開始，對事情不妄下定論開始，
賦能他人，把握仍活在地上的年日，

因為時間有限。 

    以前我的老牧師很愛提醒我們
這些年輕同工，基督徒是雙職事奉，

信徒有地上的責任跟天上的責任，

軍人的天職是服從，那信徒的天職
呢？上帝把你擺在哪裡，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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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你當盡的責任，照顧家庭、教養

兒女、盡養生的責任。神量你在哪

個教會，就順服在那個教會服事，
守著自己的位份服事，盡忠職守，

盡信徒的本分。 

    第四節耶穌說「趁著白日」，
這裏提醒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日

子匆匆過去「黑夜將到」，在世上

的事奉，隨著生老病死總有終止的
一天。我們應利用神給我們的每一

刻，按主所喜悅的來事奉祂。在有

限的人生，你我打算譜出什麼樣的
曲調獻給神呢？活著難道只是定睛

於工作上的成就、世上的名聲、跟

隨時下社會風氣認真做自己、亦或
是立志遵行成為真門徒、成為兒孫

的典範、成為家族的典範、甚至像

帖撒羅尼迦信徒成為亞細亞信徒的
榜樣。 

    我們應當趁著白天，世界尚存

時，殷勤作主的工；因為到了黑夜，
世界末日到來時，也就沒有機會了。

為神作工，最要緊的是千萬不可錯

過機會；許多時候由於怕這個、怕
那個，或覺得世界與信仰相比，世

界似乎更有價值，因而失去了與主

同工的機會。 

    作主的工，不只是傳道人的責

任，乃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信

徒的天職。「我們必須作...」這話
表示主不但是『呼召』我們作工，

更是『命令』；作主工不是一項可

有可無的選擇，乃是一項「我們必
須作」的工作。「作那差我來者的

工」，不是作『你或我的工』，也

不是『教會派給你的工』，乃是作
『神的工』，那你明白神派什麼工

給你嗎？你清楚明白上帝邀請你在

哪些聖工中與祂同工嗎？ 

    主並不是說『我』或『你們』，
而是說「我們」，耶穌喜歡與我們

一同作工。凡是沒有讓主參與的工

作，都不是主所要我們作的工，為
著解決人心靈的眼瞎，讓在黑暗中

的人得著光照，主樂意與屬祂的人

一起作工。 

    「我們」不止是主與我個人，

並且也是主與我們眾人；主喜歡我

們眾人能在教會中配搭合作，一起
作團隊的事奉。「我們」乃指祂所

有的門徒，所以凡是信祂的人都有

資格作主工；我們不能藉口『我不
會作』或『我作不好』，免除作主

的工。純福音教會趙牧師常說，在

神量給你的機會要：我能做、做做
看，趙牧師最後一次受邀來台時，

身體狀況其實已經很糟糕，卻仍作

主工；台中旌旗教會蕭牧師，作主
工直到最後一刻，這些屬靈前輩不

只是傳道人的榜樣，是「我們」共

同的榜樣。 

【2022/7/3 主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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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訊及代禱事項                              
  

行 
 

 

政 

⚫ 感謝岑永康、張珮珊夫妻前來分享婚姻家庭見證，願主繼續使用

祂的僕人與使女，成為多人的祝福。 

⚫ 111年度奉獻收據已備妥，請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向傅瑋瑋執事領取。 

⚫ 良好的聚會環境需要你我共同維護，請將用完的紙杯隨手丟入垃

圾桶，請勿於飲水機上方堆疊。個人攜帶的餐食或飲品，若需暫

時放置主堂外，離去前也請記得帶走或丟棄。 

 

宣 
 

 

教 

⚫ 感謝弟兄姊妹的代禱，昨日在景德街社會住宅的社區活動圓滿結

束，共有 100 人參與，感謝神預備如此美好的傳福音機會，請持

續代禱支持。 

牧  

養 

⚫ 請持續為教會中新婚的肢體-蔡逸忠弟兄與恩雅姊妹、陳翎弟兄

與郭禮信姊妹守望代禱，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成為美好的見

證。 

教 
 

 
育 

⚫ 請持續為報名上 2023 上半年度慕道班的學員：劉芸廷、鄭氏

貞、黃聖翔、張氏紫、鄭金妹、傅振寰、曹智皓、張黎明、

Rina、夏萍代禱，求主挪去一切攔阻，帶領學員們在老師的帶領

中認識真理。 

禱 

告 

⚫ 教會每週二至六上午 6:00-7:30 有清晨禱告會，週三晚上 7:30-

9:00 有禱告會，鼓勵弟兄姐妹分別時間同為神國守望。 

新
世
代 

⚫ 邀請暑假後升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童報名參加【神是愛兒童夏

令營】，時間為 8/1(二)-8/5(六)，共五天四夜，為鼓勵報名、減輕

家庭負擔，教會補助報名費用一半，有意報名者請洽多嘉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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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懷

禱

告 

⚫ 韓慧敏姊妹左手臂骨折，術後恢復。 

⚫ 張雙全弟兄大腸癌口服藥化療治療中。 

⚫ 余天財弟兄頭部摔傷，住安養院治療中。 

⚫ 劉松齡姊妹左手手肘受傷，術後恢復中。 

⚫ 鄭黃月嫦姊妹支氣管發炎治療，能夠得恢復。 

⚫ 吳大衛弟兄頸椎關節滑脫復健及心臟檢查治療。 

⚫ 金蔡西姊妹的女婿朱定樑弟兄身體調養及恢復。 

⚫ 潘萬年弟兄椎間盤突出復健治療及行走恢復正常。 

⚫ 金蔡西姊妹的弟弟張海國肺癌持續治療中及心情穩定。 

⚫ 陳宜汝姊妹的母親高素香姐妹淋巴癌治療及肺積水治療得恢復。 

⚫ 林常平長老 5/29 針對 0.74 公分的病灶作冷凍治療，求主保守一

切順利。 
 

  

本主日(5/14)服事同工 下主日(5/21)服事同工 

會前禱告：向恩駿 會前禱告：劉恩平 

講員：岑永康、張珮珊夫妻 講員：顏多嘉傳道 

司會：胡敏惠執事 司會：林素蘭傳道 

敬拜：向恩駿 敬拜：劉恩平 

配唱：學生崇契 配唱：林立/蘇虹靜 

司琴：張為智 司琴：鄭玉珠 

司片：黃子芸 司片：丁中如 

音控：余海明 音控：陳翎 

直播：吳大衛 直播：謝馭旻 

接待第一堂：林毓秀/夏淑美 

第二堂：王碧英/姚能劍 

接待第一堂：汪顯光/傅瑋瑋 

第二堂：莊慧媛/姚能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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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室好書推薦《沒有上帝就沒有未來》                 

    這本小書叫《沒有上帝就沒有未來》，共六章，102 頁。書名很清

楚地把人類和世界的未來跟上帝扣連起來。離開上帝，人類和世界就沒

有未來，這是消極的說法，積極的說法則是人類和世界的未來，全在於

上帝。上帝是創造主，人類和世界是受造物，在一切受造物中，獨有人

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和樣式造的，被上帝吩咐去管理、修理、看守，但因

著人的墮落，完全沒有活出這樣的生命。 

    人的墮落並非喪失上帝的形象，而是扭曲了上帝的形象。人的墮落

就是背叛上帝，內轉靠自己，以自己為主宰，用自以為是的方式生活，

否定，拒斥外在的權柄，這種自我中心在不同時代有不同表現，在啟蒙

時代以人的理性為主，後啟蒙時代則以人的感受為主，這些理論不僅沒

有使人得著釋放，反而囚禁自己，不單囚禁在普遍的群體裡，也囚禁在

單獨的個體裡面。人並非對生命沒有追求，只是以扭曲的方式去滿足自

己的追求。唯有耶穌叫人真正得釋放、得著自由。 

    上帝不只關心人類，祂的拯救也涉及人類以外的一切受造物，祂創

造也護理，人被造於泥土，不能離開大地而存活，人不單注定與上帝交

往相融，也注定在群體中彼此建立並恰當地對待。耶穌呼召人離開自我

中心的轄制並跟隨祂，就是離開罪得拯救的唯一道路，更透過成聖的過

程中逐漸模成上帝的形象。教會群體作為耶穌基督的身體，在地上就應

認知並延續繼承這種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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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主日信息             岑永康、張珮珊夫妻   

主題：上帝美好的禮物 

經文：以弗所書第一章 

大綱： 

  上帝為你： 

⚫ 量身訂做的禮物 

 

 

 

⚫ 領受禮物的勇氣 

 

 

 

⚫ 分享禮物的美好 

 

 

 
 
 
 
 
 
 
 
 
 
 
 

小組聚會時間 

組別 星期 時間 組別 星期 時間 組別 星期 時間 

信望愛小組 週日 下午 12:00 葡萄園團契 週五 上午 9:00 神州小組 週五 晚上 8:00 

珍珠小組 週日 下午 12:00 多加小組 週五 下午 3:00 蒲公英小組 週六 下午 2:00 

FOCUS 小組 週日 下午 2:00 公園小組 週五 晚上 7:00 學生崇契 週六 晚上 6:00 

大專生小組 週日 下午 2:00 比翼小組 週五 晚上 8:00     
社區事工活動時間 

樂活身心靈 週二 上午 10:30 新住民正音班 週四 下午 02:00 

中小學生陪讀班 週二.三.四 晚上 0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