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今天第一次來本會參與禮拜的兄姐，請您們留下聯絡通訊資料（電話、E-mail、
住址等）以利往後分享與代禱聯繫，願上帝賜福、保守您們！
※請禮拜天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 8 時之週間禮拜。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會訂今日召開「定期會員和會」
，一、二堂禮拜於 09:30 合併舉行。會員名單
已公告於公佈欄，如有誤漏，請向小會書記許明暉長老更正。本日上午 08:30 召
開小會，請小會員全體參加。
2. 2 月 5 日(二)舉行「新春稱謝禮拜」，禮拜時間：9 點 30 分。
3. 2 月 6 日(三)週間禮拜暫停一次。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1/27)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以賽亞書尼希米 8 章 1~3、5~6、
8~10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19 年會會費，每位 500 元至 2019 年 2 月底截止，
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社青團契將於今天(1/27)下午 1:00，假 2 樓 A 教室聚會，歡迎參加。
四、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本日【源咖啡】暫停一次。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許榮祥執事、蔡串煉兄、蔡王吞忍姐。
六、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請各團契提供 2018 年活動照片及團契介紹，作為 120 週年紀念冊使用。如果有
需要協助拍攝團體照，請洽蔡宗良執事。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班開始招生，甄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考試日期：4 月 26 日。考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止，考試日期：
7 月 9~10 日。詳洽南神網站。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教會推動的事工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總委會及公部門通過合
併案代禱。
3. 再一個禮拜就是農曆年全家團圓，求主保守咱全家在基督裡面享受愛與和諧的
生活。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曾財成兄、陳增隆兄、許榮祥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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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Sat-bó͘-jíⁿ ēng chı̍ t tè chio̍h khiā tī Bí-su-pa kap Siān ê tiong-kan, kiò i ê miâ
Í-piān-í-siā, kóng, Kàu chit-tia̍p Iâ-hô-hoa pang-chān lán.
（Sat-bó-jíⁿ siōng-koàn7:12）
(台語) 撒母耳用一塊石徛佇米斯巴及善的中間，叫伊的名以便以謝，講：「到此霎
耶和華幫助咱。」(撒母耳上七:12)
(華語) 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
「到
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撒母耳上七:12)
＊下週金句＊
馬太二十:28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2/2)早禱會由何中亨長老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週間聚會＊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休息，2/21 恢復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27(日)
代下
7-8 章

1/28(一)
代下
9-10 章

1/29(二)
代下
11-12 章

1/30(三)
代下
13-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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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四)
代下
15-16 章

2/1(五)
代下
17-18 章

2/2(六)
代下
19-20 章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經課表＊
每週主日 08:50、主日第二堂 10:25 及每週三晚間 07:50 禮拜前禱告會，請司禮、
司獻、領詩、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
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
聚會場次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2/3

耿明德

風生水起
好福氣

約三:1~9

30

9
373
389

使徒信經

2/3

耿明德

風生水起
好福氣

約三:1~9

-

-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6

春節暫停

同上

＊上週講道＊
【疼主贏過一切】

約廿一：15~19

徐順祥牧師 2019/1/20

每一天我們都需要思考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我與耶穌的關係是如何?」
首先我們將重點放在耶穌問彼得的話，「台語漢字本-約翰的子西門，你疼我卡贏
諸個嗎?(現代中文修訂本)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勝過這些嗎？)」
。
「諸個(這些)」它
有兩個層次的意義，就是有形的價值與無形的價值(物質與權力)
從物質的層面來看，耶穌也許是指那些船、漁網、所有的生財工具，甚至是指剛
才所捕獲的魚。當他問彼得—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勝過這些嗎？耶穌的問題也應
該成為我們每一天當思考的問題「我愛耶穌比我所擁有的這些更深嗎?我真的可以放棄
物質的享受，放棄成功順遂的屬世生活嗎?放棄一個穩固的工作及適度的享受來為福音
的責任與使命來背十字架嗎?」
第二個層面就是權力，在那個場景耶穌可能是環視著其他的門徒，然後對彼得說
--你愛我勝過這些嗎？(你在乎我的程度比你對同伴愛更深嗎?)這群原本跟隨耶穌的
人，當他們再次回到加利利海的時候，彼得已經是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帶頭者在今日
的社會有可能是一個政黨的主席，是一個企業集團的總裁。年底又有大選，一些比較
沒有名氣的候選人都是希望增加曝光率，所以盡可能在看板秀出跟形象正面的政治人
物合照取得選民的認同，或是大雞帶小雞期待得到高支持率的光環加持。
對彼得來說，耶穌對他的招喚也是重新立志的時候，當他回答：
「主啊，是的，你
知道我愛你。」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小羊。」這是一個責任的開始也是一項新的挑戰。」
在約翰福音廿一 18 耶穌對彼得說「我鄭重地告訴你，你年輕的時候，自己束上腰帶，
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綁著，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簡而言之，愛耶穌就是要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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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福音十六 13 耶穌問了門徒一個問題「一般人說人子是誰？」似乎是彼得的
答案讓耶穌最為滿意「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然後耶穌宣告了彼得將來所
要成就的事「你是彼得，是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甚至死亡的權勢
也不能勝過它。我要給你天國的鑰匙，你在地上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禁止；你在地
上所准許的，在天上也要准許。」到此為止可以確立彼得將來可以成為耶穌派的正統。
然而在主耶穌被抓的那一夜一切都變了調。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勝過這些嗎？」這個問題耶穌問了三次，我們單就從
耶穌被抓的那一夜，彼得所顯露出的軟弱與失敗，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三次不認主。所
以主耶穌給了他三次機會來肯定他們的關係--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在耶穌豐
盛的恩典與憐憫給了彼得重新的機會，以三次「愛的宣告」來抹去三次不認主耶穌的
傷痛。
在信仰生活裡我們都願意像彼得一樣，有勇敢和愛主的心，也願意承認與主耶穌
的關係，但是我們必須常常小心警醒。在路加福音廿二 62 記載彼得三次否認與主耶穌
的關係之後，就離開那裡出去放聲痛哭。此一事件對彼得來說真是人生的一大挫敗，
過去對主耶穌的忠誠誓言「主啊!我願意為你捨命」言猶在耳，但是否認與主耶穌的關
係已經是事實，這個傷害必定存留在內心深處，成為他一輩子的綑綁。然而，我們的
主耶穌是內在醫治的神，他與彼得的對話修補了彼得挫敗的心靈。
在馬可福音第十四章記載有一位婦人如何表現愛耶穌的行為，他將非常昂貴的哪
噠香油膏全部倒在耶穌的頭上，他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對耶穌的愛，雖然他的作為有人
無法認同，認為這是糟踏浪費了，但是主耶穌肯定的說「由她吧！何必為難她呢？她
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因為常有窮人跟你們在一起，願意的話，你們隨時可以救濟
他們，可是我不能常與你們在一起。她已盡所能的做了；她把這香油膏倒在我身上是
為我的埋葬先做準備。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福音無論傳到甚麼地方，人人都
要述說她所做的事，來記念她。」
在生活裡我們都會希望是被在乎的，就如男女朋友常會問對方「你愛我嗎?」這是
一種情感的歸屬感，或是人際關係的肯定，更是被關心的需求。然而在人際關係中「愛」
更多時侯是犧牲及付出。
耶穌知道彼得的內心困境，所以在他從死裡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的第三次，他
就對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勝過這些嗎？」彼得回答：
「主啊，是的，你知
道我愛你。」一連三次耶穌這樣問彼得，從三次的否認與主的關係，到連續三次肯定
愛主的心，彼得的內心得到了醫治，而且主耶穌也將傳揚上帝國福音的重責大任交付
予他。我們從使徒行傳的記載看見，之後初代教會的建立，彼得成為教會的領導者，
順服聖靈的引導傳悔改的福音，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人洗禮，使人罪得赦免，領受上帝
所賜的聖靈。「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數加給他們。二 47」
在信仰生活裡，我們常常期待主耶穌愛我們，但是我們要如何回應耶穌的愛。在
我們軟弱的時候，有耶穌的愛來堅固我們，當我們被堅固之後是否願意來服事那弱小
者，讓耶穌的愛成為世人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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