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主 題 :成 為 禱 告 的 人
上週出席及奉獻
主日事工分擔
事工
聚會
人數、獻金
04/17
04/24
實體+網路直播 司會
楊少君
(1)戴艾玲(2)戴艾玲
主日
禮拜 (一)111人8,267元 司琴
莫啟慧
(1)陳詠筠(2)劉佳嘉
(二)53 人4,030 元
主 日 學
9 人 敬拜
領唱:勝祈/司琴:施恩
---------------讚美
Bass:一欣/鼓:善茹
學生團契 (日)
14 人
聖 歌 隊 (日)
17 人
(1)莊雯茹、連英傑
司獻
吳立夫、張施恩
(2)蔡台生、曾淑惠
社青團契 (日)
7人
橄欖團契 (日)
——人
(1)陳秀英、郭秀慧
招待
施里紅、楊林淀
(2)歐真雅
松年團契 (二)
——人
讀書小組 (二)
12 人 影音
(1)楊正中、莊淑里
張安耿、林惠玲
控
(2)張安耿、張少搴
社區關懷 (三)
18 人
據點 (四)
16 人 插 花
江月琴
戴艾玲
世新長青 (四)
——人 值 月
謝勝雄
謝勝雄
查 經 班 (五)
人 愛餐
暫 停
暫 停
查經禱告會(五)
——人
清洗
----------婦女團契 (六)
——人
第一場台語禮拜(上午 09:30)
第二場華語禮拜(上午 11:00)
講員:張剛榮牧師
講員:張剛榮牧師
04/24 講題:享受你的信仰
講題:享受你的信仰
主日禮拜 經文:馬太福音十一 28~30 節
經文:馬太福音十一 28~30 節
詩歌:184、590、389
詩歌:590、389
啟應文:24
詩歌
活動
幼稚班
中初小班
04/24
主日學
林慕真
李元欣
蘇毓婷
李元欣

＊週間聚會＊

**************************************************************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景華街49巷1號*
駐堂牧師:李信毅、簡雅萍
電話:(02)8931-1230
牧師手機:0922-049083(李)
傳真:(02)2931-0389
E-mail:lisinge1966@gmail.com
教會E-mail:kbc.pct@msa.hinet.net
牧師手機:0922-834415(簡)
教會網址:www.jingmei.org.tw
E-mail:ngapheng@hotmail.com
統一編號:81589958
牧 師 館 : (02)2932-2319
1

組
別日 期
時 間主 理
內
容
聖 歌 隊 04/17 (日) 13:00 張得恩 練唱
橄 欖 團 契 04/17(日) 14:00 李信毅 內容:復興禱告小組 RPG 小組
松 年 團 契 04/19(日) 09:30 王俊偉 中壯年後的牙齒保健
讀書小組分享 04/19 (二) 10:00 劉麗珠 書名:為何上帝不理我 p155
04/20 (三) 10:00 蔡秀惠 來上音樂課
社區關懷據點
04/21 (四) 10:00 陳櫻敏 專題
查 經 班 04/22 (五) 10:00 李信毅 馬太福音之山上寶訓
查 經 禱 告 會 04/22(五) 20:00 李信毅 路加福音二十四 1~12 節/司琴:陳勝祈
學 生 團 契 04/24 (日) 09:30 簡雅萍 專題/領詩:盧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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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聖歌隊獻詩

1.本主日為復活節聯合讚美禮拜，聚會後發送復活彩蛋給兄姊，
分享耶穌復活的盼望。
2.04/24(下主日)為大眾傳播中心奉獻主日，該中心派張剛榮牧師至
本會講道分享，請兄姊關心該中心媒體宣教事工。
3.主日學館因整修工程，工期預計到 5 月底，主日學在副堂上課，
請參加主日禮拜的兄姊集中於主堂禮拜。
4.04/30~06/04 每週六上午 10:00~12:00 教育組開設「門徒訓練課程主題:我信的是什麼?」
，講師:簡雅萍牧師，課程內容:「探討使徒
信經，並再一次確信我們的信仰內涵！」
，上課人數以 10 人為限，
即日起於公告欄填寫表格報名，邀請兄姊踴躍參加。
5.本會訂於 05/29 日在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舉辦野外禮拜，限額 150
位，報名費每人 300 元（110cm 以下免費)，本主日起開始報名至
05/01(日)截止。請填寫報名表後洽禮典組佳嘉、富淳、艾玲報名
繳費。
6.110 年捐獻證明已放入個人奉獻櫃內，未收到的兄姊請會後與行
政幹事領取。

團契消息
1.本主日 14:00 橄欖團契聚會，邀請李牧師主理，主題:「復興禱
告小組 RPG 介紹」，歡迎兄姊踴躍參加。
2.04/19(二)9:30 松年團契聚會，邀請王俊偉醫師主理，主題:「中
壯年後的牙齒保健」，歡迎兄姊踴躍參加。
3.04/24(六)14:00 社青團契野外聚會，地點:炮子崙+深坑，欲參加
的兄姊請與會長鄧力維弟兄或劉佳嘉執事報名。

加略山的愛

朗誦 1:耶路撒冷之街路中充滿歡喜趒跳之氣氛，彼時是搬過節，
百姓對遠遠之所在來到遮欲過節!總是，此次之搬過節及以
前的無相款。因為，耶穌一此位眾人等候久久之彌賽亞啲
騎驢仔進入聖城，應驗了先知撒迦利亞之讖語。
朗誦 2:眾人出快樂之聲喊講:「和散那歸佇大衛之後裔。」
「奉主之名來者，應該得著讚美。」「和散那歸佇至高。」
和散那歸君王
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
聖名來之君王!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虗聖名來之君王!和散那歸萬
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耶路撒冷，恁著注目上帝昔時所(所)
講。石磐著出聲，眾人著哄喝;「衪是奉主聖名來之王!」和散那歸
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
君王!無限榮光及讚美，攏歸救主人君，和散那歌聲響亮，出對細
子嘴唇。大衛王家之後裔，以色列之人君，奉父聖名來降世，君
王應受敬尊!佇主受難之以前，因啲讚美無停;主今佇天受尊崇，阮
欲吟詩敬奉。祢曾接納因讚美，今接納阮唱和，今阮歡喜佇主面
前，讚美君王無停!和散那主做王!

1.請為國內疫情代禱，求主賜下憐憫、保守疫情不擴散。
2.請為野外禮拜的籌備代禱。
3.請為烏俄戰爭代禱，求神使戰爭平息，讓烏克蘭恢復和平。
4.請為統測及會考考生代禱:統測 04/30~05/01:買宣綸
會考 05/21~05/22:林文晞、吳巧恩、姬明哲、買萱芸、郭芸嘉
5.花材奉獻:鄭彰恩牧師逝世週年紀念、補刊:4/4 陳勝祈執事生日

朗誦 2:耶穌榮顯入城了後，當「和散那」之喊聲漸漸消失之時，
耶穌撥出時間，佇聖殿之所在啲啟示聚集之百姓，有關信
仰及人生之代誌。雖然有多多人聽入去佇心裡，閣相信衪
所講之道理，總是猶原有人啲僥疑，責問有關衪對權柄及
衪所教示的。
朗誦 1:今，是無酵節之頭一日，就是遵守搬過節之日子。耶穌叫
彼得及約翰去到一個人之厝，佇遐備辦互衪及衪之門徒可
聚集慶祝彼時上受尊重之傳統。
朗誦 2:時辰到了時，因聚集佇彼個厝之樓頂相及坐桌享受聖之筵
席。吃飽了後，耶穌對學生講:佇我受難以前，我非常盼
望欲及恁食此個搬過節之筵席，我實實給恁講，我勿會閣
再及恁飲吃，直到此個晚餐應驗佇上帝之國。
朗誦 1:續接耶穌閣提餅，擘破互學生，講:這是我之身軀，身為
恁打破的，恁著行按呢來記念我。
朗誦 2:然後，衪閣捧起杯祝謝，將杯分互門徒講:恁攏著飲此個杯，
因為這是我之血所立之新約，是為著恁，為著赦罪所流之
血。恁著行按呢來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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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消息
1.04/24(下主日)15:00 李春生紀念教會舉行羅龍斌牧師盡程退休感
恩禮拜。

肢體交通、代禱事項

主祢聖餅為我擘開
因祢為阮擘破之餅，祢為阮卙滿之杯，因祢所講活命之話，今阮
感謝祢，主啊!此個約顯明祢愛阮，得祢平安到永遠;因為祢屬天之
呼召，阮奉獻一生，主啊!阮服事主，求祢保護，惦佇阮心內眷顧，
佇世間差阮傳福音，主，願祢之國降臨!因祢為阮擘破之餅，祢為
阮卙滿之杯，因祢所講活命之話，今阮感謝祢，主啊!此個約顯明
祢愛阮，得祢平安到永遠，祢屬天之呼召，阮奉獻一生，主啊!
朗誦 1:搬過節之筵席了後，耶穌對衪之學生講起啲欲來到之日子
及𪜶所會面對之挑戰。衪講明𪜶欲怎樣應驗先知之讖語，
就是，雖然𪜶曾表明因堅定之信心，𪜶猶原會逃閃無欲認
衪。
朗誦 2:衪給𪜶保證講:著信上帝閣確信佇我。我今欲去為恁備辦一
個所在。總是，我會倒轉來導恁去及我相及住。衪應允𪜶
講，佇衪之肉體無及𪜶佇啲之時，上帝會差遣保惠師。就
是聖神佇𪜶中間。閣講「我將平安留互恁;將我之平安賞賜
恁。恁之心莫得迫腹。亦莫得驚惶。」
朗誦 1:經過這些真親密之分享了後，𪜶去到一個安靜可祈禱之所
在，就是客西馬尼園。佇此日，當多多人攏啲回想以色列
人出埃之歷史中上重要之經驗，就是「搬過節」之時。耶
穌卻是完全將上帝佇衪身上計劃囥佇心中。就是欲互衪為
著救贖世間人。成做犧牲受刣之羊羔之大計劃。
黑暗的客西馬尼園
到佇黑暗客西馬尼。恁感受迷惑交纏;看見救主心苦楚;儆醒體會衪
艱苦;呣通閃避主痛苦;學主款式來祈禱。隨衪到審判法庭;看主佇
遐受判刑;充滿傷跡及苦情!主之心忍受逆境!無嫌艱苦及失落;主
背十架咱著學。爬到研傷加略山;佇主腳前尊衪聖名，確信神蹟行
佇遐, 上帝犧牲功勞成:「事明白啦!」聽主喝聲!基督為咱死佇遐。
到佇黑暗客西馬尼。
朗誦 2:忽然間，彼個偏僻安靜祈禱之花園，受到歸陣憤怒喊喝之
群眾破壞了!有耶穌十二個學生中間之猶大，遵了祭司
頭、聖殿之守衛官、長老及多多之暴民來掠耶穌，將衪帶
到大祭司該亞法之面前。
朗誦 1:佇遐，耶穌受著因戲弄，𪜶閣用之見證來審判衪。衪豎佇
經學士及祭司頭之面前，受著𪜶用各種之罪名控告，想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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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位充滿先知影響力之耶穌除去。
朗誦 2:遐此動機無單純之宗教領袖，最後真正達到𪜶之計謀啦，
就是將彼位受稱做彌賽亞之那穌基督，判了釘十字架之死
刑。此位降世欲用「愛」來服事世間人之耶穌，今受著充
滿怨恨之暴民宣判死刑。
朗誦 1:佇此日，以賽亞之讖語應馳啦!衪受看輕，互人放拺，受多
苦難，衪實在擔當咱之憂悶，背咱之苦痛。衪為著咱之過
失受傷。為著咱之罪過受害。衪擔當刑罰，互咱得著平安;
衪受鞭打，互咱得著醫好。
憂傷人子
憂傷人子至聖名。上帝所差獨生子，欲互罪人得活命!哈利路亞!
奇妙救主!擔當見羞及藐視，主今為我受責備;用寶血洗我清氣。哈
利路亞!奇妙救主!阮犯罪見羞無助;主是無瑕疵羊羔;怎會按呢，全
救贖?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奇妙救主!衪受舉起
為咱死，事明白啦!衪喊講:今佇天庭受敬奉。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朗誦 1:耶穌互𪜶帶到各各他，就是叫做頭殼碗之所在，佇遐，
衪受釘佇十字架頂，佇眾人之面前及兩個大罪犯同受見
羞。譏刺及侮辱。
朗誦 2:控告衪之人，甚至到佇衪臨終之歹刻，猶啲侮辱衪講:「祢
若是上帝之子，今著對十字架頂跳落來啊!」
。「衪救別人，
卻無法度可救衪自己!」
。「上帝若惜衪，著互上帝救啊!」
朗誦 1:甚至，佇最後之時刻，耶穌猶原顯明衪真實人子之本性—
就是愛眾人-親像衪為著控告衪之人祈禱講:「父啊!赦免
𪜶，因為𪜶呣知𪜶所做的。」
朗誦 2:衪甚至應允，赦免佇衪身邊之一個大罪犯，講:今仔日，你
欲及我惦佇天堂!」
朗誦 1:最後，耶穌大聲喊講:事明白啦!衪就斷氣。
主愛何等長闊高深
喔!愛，極深，極高，極闊，互上帝降世獻性命，衪閣成做人之款
式;上帝之子至聖之愛!基督擔當咱之罪過;憂傷之人子至聖名!衪
受鞭打咱得醫治，流寶血咱得清氣!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我欲讚美
主無息;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救主實在真愛我。喔!愛，極深，極高，
極闊，上帝羊羔受釘拋命。十字架頂衪為我死;為我受苦犧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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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我欲讚美主無息;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救
主實在真愛我。喔!主耶穌深深愛我，白白賞賜，無限廣闊。喔!
愛，極深，極高，極闊，上帝之子，至聖之愛!
朗誦 2:佇無幾日前，耶穌曾講這些話:「當我對地面舉起，我會帶
多多人到我之面前」
。衪所講之話就是啲代先互人因知，到
彼時，衪欲受釘佇十字奇頂來為著世間人之罪受死。
朗誦 1:耶穌斷氣之時，黑暗罩滿全地面，聖殿之帳籬也對頂面到
下面裂做兩旁，地大震動，石磐爆裂!
朗誦 2:總是，佇神蹟中之神蹟，就是遐些僥疑不信衪之人，佇彼
時成做信衪之人。甚至一位佇十字架前之羅馬百夫長作見
證講:「此人真正是上帝之人子!」
朗誦 1:亞利馬太之約瑟，是一位真有地位，閣有公義之議員，他
向彼拉多請求安葬耶穌之身屍。他買幼苧布將耶穌之身屍
包起來下佇嚴石所鑒之墓內，然後他翱一塊大石將墓之入
口封起來。
朗誦 2:人若為著他之朋友放拺生命。愛無有比此個較大的。
靠近十架
耶穌，互我倚十奇，遐有寶貝活泉，賞賜人醫治寶血，是流對加
略山十字架，十字架，榮光直到萬世。直到我受贖心靈安息佇主
胸前。心驚惶，就近十架，主愛疼充滿我，佇遐啟明星燦爛主真
光包圍我。近倚十架主羊羔，助我常倚靠祢，助我逐日行天路，
閣用十架保庇。儆醒等候十架前，盼望確信無停，直到鋪金之天
境，安息佇主面前十字架，十字架，榮光直到萬世。直到我受贖
心靈安息佇主胸前之
朗誦 2:安息日了後，七日之頭一日，天昲光之時，抹大拉之馬利
亞及另外一位馬利亞去探墓地。
朗誦 1:佇遐，地大震動，有一位主之天使對天降臨。衪到佇墓前，
將大石翱開，坐佇頂面。衪之面貌親像爍爁燦爛光明，閣
衪之衫白親像雪。
朗誦 2:天使對婦仁人講:莫得驚，因為我知恁啲尋互人釘十字架之
耶穌，衪無佇遮，親像衪所講的，衪已經復活!恁著趕緊去
報互衪之學生知;衪已經復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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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復活
耶穌基督今日復活，來吟凱旋榮耀之歌，受苦流血之主已經對死
復活。著讚美衪聖名!耶穌基督今日復活!耶穌基督今日復活，吟凱
旋之歌!流血之主已經對死復活。讚美衪聖名!基督今日復活!基督
今日復活，吟凱旋之歌!流血之主已經對死復活。讚美祂聖名!基督
今日復活!吟聖歌讚美尊崇，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主基督，天頂君
王，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十字架頂為咱死，受苦拯救眾百姓。
主復活互我可活，我可活。耶穌基督今日復活!耶穌基督今日復
活，來吟凱旋榮耀之歌!受苦流血之主已經對死復活。著讚美衪
聖名!耶穌基督今日復活!咱著讚美父上帝，哈利路亞，貫利路亞!
讚美衪愛到萬世，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天軍讚美衪無盡，聖父，
聖子及聖神。主復活，互我可活，我可活。耶穌基督今日復活!
今日復活!
朗誦 1:加略山之十字架，確實顯明上帝怎麼同世間人表明衪之大
愛疼。閣表明耶穌為拯救全人類，甘願犧牲自己。
朗誦 2:耶穌看無自己，掠作奴僕之形象閣成做人之款式是非常自
然之事。衪謙卑自己，順趁上帝之旨意，甚至死佇十字架
頂。
朗誦 1:因為上帝愛世間，甚至賞賜衪之獨生子，互凡若信衪之人
勿會 沉淪，會得到永遠活。
朗誦 2:今咱著注神佇耶穌，就是信心之源頭完全之創造者，衪為著
所安排佇衪頭前之快樂，就無要緊凌辱，忍受十字架之苦
痛。今已經坐佇上帝寶座之大傍。
朗誦 1:這是永活上帝，永活之主宰。
朗誦 2:這是耶穌，上帝之聖羊羔。
朗誦 1:這是加略山之愛!
永活真神
受釘雙手神聖之愛!喔!憐憫充滿我。流寶血，擔當罪今成做上帝羊
羔，做人子和平人君，永活主宰，主宰!為我罪過衪來受害，喔!復
活之救主，聖羊羔，永活主宰!大祭司，付代價;犧牲做活祭。今我
之名刻佇主之雙手，我今因主聖名永遠自由。上帝羊羔，做人子，
和平人君，永活主宰，主宰!為我罪過衪來受害，喔!復活之救主，
聖羊羔!上帝羊羔，做人子，和平人君，永活主宰，主宰!為我罪過
衪來受害，喔!復活之救主聖羊羔，永活主宰!衪是永活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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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 奉獻明細
♥月定奉獻
小計:96,100元
08120A6,000 09202A15,000 10101A3,000
10102B3,000
10107C3,600
10111B6,000
12102A1,000 12105A3,000 13102A3,000
15104A2,000 15202A2,000 15601A2,000
16405A 500
♥感恩奉獻
小計:3,000元
16102A2,000 16203A1,000
♥復活節奉獻
小計:5,000元
08108B4,000
08302A1,000
♥奉獻獎學金基金
小計:7,000元
16102A5,000 16202A2,000
♥奉獻建築基金
小計:3,000元
15108A3,000
♥奉獻老人據點事工 小計:1,000元
04208A1,000

10101B2,000
11403A6,000
13201A18,000
16102A20,000

04/10 講道內容
主題:耶穌的心中愁苦/ 經文:約翰福音十二27~43節
講員:李信毅牧師
這禮拜教會節期的安排是棕樹主日，是耶穌光榮進耶路撒冷的
日子。我們用棕樹來代表這一天，是因為這一天耶穌騎驢進耶路撒
冷的時候，耶路撒冷的民眾將衣服鋪在地上，手拿棕樹枝歡迎耶穌
進城。這個動作表示群眾很歡迎耶穌，但是也很危險，因為這種歡
迎的模式，是人們迎接君王入城的模式。
當時耶路撒冷是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如果是羅馬皇帝進城用
這種方式歡迎當然沒有問題，但是換成另外的人進城，被用這樣的
方式歡迎，這好像在跟羅馬政府說，我們要歡迎另外一個王，更嚴
重一點，好像在說，這個人要造反了。相信這群歡迎耶穌的民眾中，
應該也有人有這樣的想法。因為以色列人中一直有一群人希望可以
重新建國。從人民的角度看耶穌，耶穌看起來是人生勝利組，耶穌
是木匠的兒子，貧困家庭長大，很會說比喻，被人家稱作老師，會
教導聖經，他很有能力，可以醫治人的疾病，讓瞎子看見，讓鬼附
者得到清醒，可以用五餅二魚讓五千人吃飽，他也很虔誠，常常上
山安靜禱告，所以有許多人跟隨他。這樣的能力，以及被眾人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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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好像擁有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如果想要領導眾人革命，似乎也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光榮進耶路撒冷，有點黃袍加身的意思。
然而，對耶穌來說，他這次進耶路撒冷，並不是要革命，也不
是要接受大家的推舉，耶穌從上帝所領受的使命並不是在這個世界
做王，而是要讓世人知道自己必須面對審判的處境。這個世界沒有
人是完全的人，也就是說我們都會面對審判，沒有人逃得掉。耶穌
說他的心裡愁煩，因為耶穌知道他要面對十字架，他也知道，這些
歡迎他的人其實不知道他們真正要的是什麼？耶穌再一次提到他的
死，然而這次耶穌提到他雖然被釘在十字架上，但他要受高舉，他
雖然如同罪犯一樣被處死，但是，他卻要吸引許許多多的人來歸向
他。
一個人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端看他在這著世界上所做的
事情，很多人就算整個國家都把握在他手中，後世的人仍然對他沒
有印象，就像過去的許多君王，我們根本不認識。但有人只是單純
的服事人，但是他們卻影響許多人跟著他的腳步行，就像德雷莎修
女，而德雷莎修女跟我們一樣是基督的跟隨者。
今天，我們紀念耶穌光榮進入耶路撒冷，有這麼多人來迎接
他，有這麼盛大的歡迎會，照理講，耶穌講的話大家應該會聽，但
事實上，耶穌卻覺得心中愁煩，他知道這些人並不是真心想要聽耶
穌的話。人人喜歡神蹟，但是對於看熱鬧的人來說，神蹟也許就像
一場魔術表演，在現場的時候很震驚，離開之後就漸漸地不在乎了。
有了第一個神蹟，人期待第二個神蹟、第三個神蹟……，人跟著神
蹟走，當失去神蹟的時候，人就散了，就像一座廟，當廟靈驗的時
候香火鼎盛，當廟不靈驗時，就沒有人想再去拜拜了。
所以耶穌雖然行了許多神蹟，如果群眾只是看熱鬧，他們並不
相信，那麼就真的印證以賽亞先知的話了(約十二 38-40)。原來是上
帝用諷刺的口氣差遣以賽亞去傳上帝的話給那些故意不領受的百姓
知道。上帝呼召以賽亞，當然是要以賽亞去傳遞上帝的信息給悖逆
的百姓，而以賽亞領受了上帝的信息之後，也的確是費盡心血、不
怕危險的傳達上帝的心意，無奈以色列人並不領受。因此我們看以
賽亞書六章的記載，就知道上帝用這段話是因為他預先知道以色列
人要背棄他，所以用諷刺的話語告訴以賽亞他所要面對的情況。而
耶穌在這裡使用這段話，聽眾立刻可以瞭解他的意思是百姓不聽悖
逆，而他的努力將有如以賽亞對以色列人發言般的付諸東流。
使徒約翰在這裡指出猶太人不信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上帝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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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信。我們對於這樣的說法常常覺得無法理解，上帝使猶太人不信，
那猶太人如何相信呢？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們用父
母親對待孩子的教育來想一想，也許我們可以多少明白上帝的心
意。有時候我們會發現孩子會故意作一些危險的行為，且說不聽，
那我們可能會讓他們在我們的注意之下自己去嘗試一下不聽話的結
果，孩子可能會覺得為什麼我們不保護他們，但是我們知道經過這
樣的教訓之後，他們才有能力保護自己。
上帝對猶太人也是這樣，所以上帝說：他們不會轉向我，讓我
治好他們。猶太人平時自視甚高，總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上帝
保守他們是應該的，但他們總想享受上帝的保守，而不想如何真正
了解上帝的旨意，上帝讓他們不順服，免得他們轉向耶穌，上帝就
必需要拯救他們。這也宣告耶穌在是對猶太人的宣教終將歸於失
敗。雖然耶穌在這時候的工作似乎是失敗的，但是從長遠來看，上
帝讓猶太人在這裡拒絕恩典是暫時的，上帝沒有完全棄絕猶太人，
因為接下來的福音工作仍然是在猶太人中進行的。
從猶太人的領袖的反應裏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人在當時宗教勢
力的影響下，要跟隨耶穌基督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連猶太人
的領袖都畏懼法利賽人的權勢，註釋書提到：
「他們明知耶穌是對
的；知道統治者同僚想除滅耶穌和他為上帝所做的一切；然而他們
不敢冒險公開承認他。因為他們若這樣做，就絕了他們的財路，地
位和聲望。同時也會被趕出會堂和社會。這個代價太高，因為他們
信心不夠大，不敢起來為真理說話，寧可過一種自欺的信仰生活。」
所以我們也可以理解那從小瞎眼的人雖然得耶穌醫治，他的父母親
卻不想要說出那是耶穌醫治的。
許多時候，我們必須面對比我們大的勢力，工作面對上司或公
司的政策，學生面對老師，老師面對學校或教育部，生活中面對政
府的公權力等等，我們都有我們的法利賽人，我們有辦法面對，或
者願意去面對嗎？我們有想要人的讚許勝過想要上帝的讚許嗎？這
是我們要好好的去思考和決定的事，因為決定的結果會影響我們以
後的行動。耶穌的心愁煩，因為他的時間快到了，但是仍有許多人
不肯聽他的話。今天的我們知道這樣的事情，我們肯聽耶穌的話嗎？
我們肯去讀上帝的話～聖經來了解上帝的旨意嗎？希望我們都能
夠願意真正來學習上帝的話，使我們得到上帝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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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李信毅牧師
★代表會眾站立，身體不適者請坐

司會:楊少君長老
司琴:莫啟慧老師

序

恭候上帝的話
樂 ·················· ···················· 司

琴

宣

召 ·················· ···················· 司

會

★聖

詩 ······ 98 首 基督復活!唱和散耶! ········· 會

眾

★信仰告白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 會

眾

啟 應 文 ··············· 28 篇 ·················· 司

會

祈

會

禱 ·················· ···················· 司

齊唱主禱文 ················ ···················· 會
眾
恭聽上帝的話
讚
美 ············· 加略山的愛 ··············· 聖 歌 隊
聖

經 ········ 約翰福音二十 1~18 節 ··········· 司

會

新約《台語漢字本 131 頁 和合本 158 頁 現代中文譯本 180 頁》
講

道 ·········· 遇見復活後的耶穌··········· 李信毅牧師

祈
★聖

禱 ·················· ·················· 李信毅牧師
應答上帝的話
詩 ······ 102 首 哈利路亞!衪有復活! ········· 會
眾

★奉

獻 ·················· ···················· 會

眾

報

告 ·················· ···················· 司

會

★頌

榮 ······ 390 首 謳咾天父，萬福本源 ·········· 會

眾

★祝

禱 ·················· ·················· 李信毅牧師

★阿 們 頌 ·················· ···················· 會

眾

平 安 禮 ··········· 我們成為一家人·············· 會
眾
～交誼分享～
金
句: 已經講此個話，就用手及脇下互𪜶看。學生看見主，
就歡喜。」~約翰福音二十 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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