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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母者的愛心與信心
文 // 松年主委：周哲卿長老

溫馨的五月，即便全世界近幾月來都籠

神，亞斯他錄為婦女生育與地出土產的神明，

罩在武漢肺炎疫情的威脅之下，仍要在此祝

當他們在拜偶像時，不但行淫亂，甚至將兒

福每位偉大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也願上

女提供為獻祭。因此猶太人將迦南人視為外

主憐憫保守，讓疫情早日得到緩解，讓全球

邦人中的外邦人。在這位母親的心中有兩種

儘速回復正常運轉。

非常強烈感情：1. 對女兒強烈的愛心 2. 對耶

看過一則幽默的漫畫，內容描述一位丈
夫在母親節時對妻子說：「親愛的，今天妳
可以不用洗碗，因為今天是母親節」。太太
微笑著說：「好啊！謝謝您，親愛的，您真
體貼」。沒想到先生立刻回答：「反正妳明
天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洗」。母親真的是全年
無休，非常辛苦的重要角色。

穌強烈的信心。

( 一 ) 母親對兒女的強烈愛心
這位迦南婦人對耶穌喊著說：
「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我的女兒被
鬼附得甚苦」。甚至跪在耶穌的面前說：「主
啊！幫助我」。她不是求耶穌可憐她的女兒
或幫助她的女兒，而是求耶穌可憐她、幫助

馬太福音十五章 21-28 節，經文的背景

她。這位迦南婦人是一位痛苦的母親，不但

是在耶穌公開事奉的第三年，他離開加利利

深深了解女兒的苦，更把女兒的痛苦當作自

去外邦人的地方推羅西頓傳天國的福音，基

己的痛苦。女兒有多痛，她就有多痛！雖然

督生平第一次離開以色列。22 節記載有一位

她是外邦人，但對女兒與生俱來的愛，卻是

迦南婦人來找耶穌尋求幫助，她可能是一位

上帝所賜的。我們是否願意真心了解兒女的

寡婦，迦南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是拜偶像

痛苦？從這位迦南婦人的身上看到，她深深

的民族，他們不但拜巴力，也拜亞斯他錄女

了解女兒的痛苦，為人父母若真的能了解孩

2

子的痛苦，相信這世界將可避免很多悲劇發

女，卻把外邦人稱為狗呢？猶太人稱外邦人

生。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有很多孩子被送

為狗，的確有以身為上帝選民在萬民之上的

到孤兒院。當時在孤兒院長大的孩子有一種

意味。但耶穌在這裡所用的「狗」，原文是

奇怪的現象就是：他們到了兩、三歲還不會

指小狗，是主人所寵愛的。所以這位母親用

說話、不會走路、不會笑，為什麼？原來，

偉大的信心及智慧回答：「主啊，不錯，但

從來沒人抱他們、親他們或跟他們說話。孩
子的成長是多麼需要從父母而來的愛與貼心
照護。

是狗也喫牠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渣兒」。她
不爭辯、不埋怨說：「為什麼你只揀選以色
列人，不揀選迦南人」？她沒有要求一次例
外，說：「就這一次醫治我女兒就好了」。

( 二 ) 母親對耶穌的強烈信心
這位迦南婦人對耶穌喊著說：
「主啊！大衛的子孫」，這原本是彌賽亞的
稱號，專屬猶太人對以色列救主的稱號，不
應出自外邦人的口中，但她因為深愛女兒，
深 知 女 兒 的 痛 苦， 願 意 離 棄 自 己 敬 拜 的 偶
像， 來 到 耶 穌 面 前， 向 以 色 列 人 的 彌 賽 亞
尋求幫助。即便耶穌三次拒絕，但仍堅持到
底，她向耶穌求助時，耶穌的反應是一言不
答。福音書中第一次看到耶穌用背對著向他
求助的人。當然，耶穌的心中絕對是充滿憐
憫，但耶穌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他所要的是
真信心，要這位外邦婦人真正認識耶穌，就

完全明白餅是留給以色列人的，她只要求兒
女吃餅時所掉下來的碎渣兒。她並不貪心，
相信只要從耶穌那裡來的，雖然只是小小的
恩典，卻已經夠她的女兒使用。這是何等偉
大的信心，她看到自己的不配，但更認識到
兒女 ( 以色列人 ) 的主人是耶穌，家中寵物狗
( 外邦人 ) 的主人也是耶穌。他們共同的主人
都是全能、榮耀、偉大的上帝，是兒女和家
狗共同的主人。這位母親對耶穌有非常強烈
的信心，耶穌聽完話後，給這位母親大大的
稱讚與應許。他稱讚說：「婦人，妳的信心
是大的」。接著耶穌繼續說：「照妳所要的，
給妳成全了吧」！她的女兒果真就得到醫治。

是她口中所稱的彌賽亞。所以耶穌再次拒絕

看見這位迦南母親成為基督恩典流通的

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

管道，她以強烈的愛心緊緊抱住女兒，絕不

羊那裏去」。迦南婦人雖然一再被耶穌拒絕，

放棄。更以強烈無比的信心，緊握住耶穌，

但並沒有退縮，反而更加親近耶穌，這就是

一定要得到恩典，歡慶母親佳節時，務必向

她偉大的信心。她跪下拜耶穌說：「主啊！

迦南母親學習，找到上帝恩典的管道，不僅

幫助我」。耶穌仍然拒絕她：「不好拿兒女

讓主的賜福臨到自己身上，更祝福身旁的每

的餅丟給狗吃」。耶穌為什麼將猶太人當兒

一人也都能蒙恩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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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基督征服冠狀病毒
文 // 李佳民牧師（松年幹事）

祝福偉大的母親，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也祝福松年兄姊靈魂興盛，事事亨通。五月份除
了母親節，還有教會年曆中聖靈降臨節。母親節
為紀念含辛茹苦養育兒女長大的母親，聖靈降臨
節是紀念五旬節時，聖靈降臨在耶穌門徒身上，
並賦予聖靈的恩賜去傳揚福音，為主作見證。母
親會掛念兒女，天天為他們祈禱，而聖靈保惠
師，更時刻為眾聖徒代求。
2019 年底，中國武漢爆發不明原因的肺炎
疫情，導致該國數個城市封城，緊接而來的春節
假期眾多旅客進出，全球許多國家也陸續出現確

型病毒，雖然與 SARS 病毒及 MERS 病毒同屬

診案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判定這是由一種

冠狀病毒，但為不同的病毒株。大部分的冠狀病

異常冠狀病毒引發，定名為 （novel CoronaVirus)

毒以直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為

病毒，並將疫情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主。它的症狀包含：發燒、下呼吸道疾病的症狀，

2020 年 2 月，WHO 於日內瓦召開的會議中宣布

如咳嗽、呼吸困難等，也有少部分會出現較嚴重

此新型冠狀病毒正式命名為「COVID-19」。至

的呼吸道疾病，如肺炎等。要如何做好個人防護

今，全世界歷經好幾個月都在抵抗武漢肺炎，在

措施 ? 由於目前尚未有疫苗可用來預防新型冠狀

這場戰役中，各國共同對抗疫情的擴散。台灣因

病毒感染，因此需要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用肥

執政黨不承認「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因而這

皂勤洗手、減少觸摸眼口鼻、遵守戴口罩規定、

幾年，中共禁止旅遊團到台灣，反而讓台灣預先

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及

阻隔了一波禍患，之後中央指揮的超前部署及防

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等。

疫成效，使各國讚揚台灣為典範國家，並紛紛向

( 二 ) 興起代禱的旌旗

我國請益。
約翰福音十四：26-27 耶穌說：「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的
事指教你們…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
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
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我們要如何面對這
場艱難的戰役呢 ?

（一）做好防護的措施
新型冠狀病毒是過去從未在人體發現的新

以弗所書六：11「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
裝，好抵擋魔鬼的詭計」。提摩太前書二：1-2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
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
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多為第一線
醫療人員、各層面的防疫人員、開發治療的藥物
者、感染病毒治療中的患者、已故的家屬代禱。
透過代禱重新拿回土地的平安，好讓基督的福音
能夠藉此再次傳揚。仇敵想要將異形冠狀病毒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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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全世界，但聖徒們要透過禱告來阻擋這一切

上帝之光、火的同在：詩篇三十六：9「因

的陰謀。教會呼籲所有的信徒發出敬虔且熱切的

為在祢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祢的光中我們必得

禱告，向上主呼求、謙卑認罪，祂必會回應我們，

見光」。當上主的同在環繞時，我們就有祂光之

並且祝福祂的百姓。詩篇五十七：1-2「神啊，

榮耀同在及充滿。詩篇六十八：2「他們被驅逐，

求祢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祢。我要

如煙被風吹散；惡人見神之面而消滅，如蠟被

投靠在祢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過去。我要求告

火熔化」。邪惡的靈及病毒在上主面前必滅亡，

至高的神，就是為我成全萬事的神」。

唯有義人必在祂面前歡喜快樂。希伯來書十二：

( 三 ) 宣告耶穌的寶血
啟示錄十二：10-11「我神的救恩、能力、
國度，並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
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
去了。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
的道…」。透過見證及十架的寶血勝過一切的仇

28：「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
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上主是光、是烈火，
一切的黑暗都要挪去，一切的病毒都要燒滅，一
切的疾病都得醫治。瑪拉基書四：2：「但向你
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
有醫治之能」。

敵，在禱告時藉由灑下基督的寶血在你的住處、
家人及產業等，當仇敵看見寶血即會逾越過 ( 出
12:13)。藉著寶血的大能去斥責病毒並發出命令：
「生命、力量、健康及昌盛要回到上帝百姓的身
上」。時常領受主的聖餐，舉起救贖的杯（耶穌
的寶血），並且極有信心的宣告：這類冠狀病毒
無法在任何城市和國家中有任何停留的餘地，牠
們該被驅逐及殲滅。

( 四 ) 倚靠聖靈的恩膏

( 五 ) 行使主特別的權柄
路加福音十：19 耶穌說：「我已經給你們
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
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基督徒有主所賜
的權柄可以勝過邪惡的仇敵與勢力。馬太福音
18：18 耶穌說：「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
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
也要釋放」。腓立比書二：9-10：「所以，神將
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

路加福音四：18-19「主的靈在我身上，因

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

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

名無不屈膝」。冠狀病毒要跪下屈膝在真正戴王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

冠的基督面前及降服在祂的名下，我們要行使主

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舊約時代，

賜給我們的權柄去綑綁並封禁仇敵。歌羅西書

祭司們獻祭時會先灑血，再將膏油抹在身上。當

二：15：「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顯明

聖靈臨在身上，祂的能力膏抹了我們，這恩膏就

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是爭戰的武器，它會斷開冠狀病毒的軛。以賽亞

詩篇三：8「救恩屬乎耶和華；願祢賜福給

書十：27「到那日，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

祢的百姓」。詩篇二十：5：「我們要因祢的救

頭；他的軛必離開你的頸項，那軛也必因肥壯的

恩誇勝，要奉我們上帝的名豎立旌旗。願耶和華

緣故撐斷（因膏油的緣故毀壞）」。使徒行傳四：

成就你一切所求的」。詩篇 103：19-21：「耶

31 和十：38 的恩膏，這大有能力的恩膏會驅趕

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祂的權柄統管萬有。聽從

冠狀病毒，如以弗所書三：20「 神能照著運行

祂命令、成全祂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稱頌

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

耶和華。你們作祂的諸軍，作祂的僕役，行祂所

我們所求所想的」。

喜悅的，都要稱頌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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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 盼望永生」的確據
文 // 謝尚振長老（屏中 . 鹽埔）
永生簡單的定義是「與上帝在一起」。起
初上帝創造亞當 / 夏娃安置在伊甸園裏管理萬
物。當時的情景應是上帝與他們朝夕相處在一
起。不幸的是亞當夏娃違背了神清楚明白的禁
止：吃了分别善惡樹的果子。他們受到的刑罰是：
1. 靈性立即死亡而與創造主斷了交通。2. 肉身會
死，人成了必朽的。靈性與肉身的死亡，從亞當
延及全人類，亞當所犯的原罪也禍及下來。
上帝以道成肉身，由童貞女馬利亞誕生耶
稣，以跟你我一樣的實質肉體存在。讓世人能親

從當中裂為兩半，在舊約裏，聖殿幔子把聖所和

眼目睹上帝 ( 舊約時代見到上帝必死 )。耶穌在

至聖所隔開。大祭司每年只可進至聖所為百姓贖

世 33 年半的時間，前 30 年勤學上帝的道 ( 舊約

罪，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犧牲一次為全世人做

聖經 )，並以木匠為生。受施洗約翰的洗後 3 年

了挽回祭，取得公義上帝的赦免。此後經過受洗

半的時間用於傳道：傳講天國的福音，傳講永生

的基督徒隨時隨地都可來到上帝面前傾心禱告。

之道，勸人悔改轉回歸向上帝。修復與上帝的關
係，得以進入永生。

耶穌死後亞利馬太人約瑟把耶穌的身体領
了去，尼哥底母帶著沒藥和沈香來，把耶穌的身

如何進入永生，耶穌以復活的方式，給了

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安放在一座新墳裏。第

我們一個途徑。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三日 ( 星期日 ) 清早，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復活節是信仰耶

那裏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心想有人把耶穌從

穌基督的國家所獨有的節日，耶穌所傳講的也是

墳墓裏挪了去，不知安放在那裏，就跑去見西門

耶穌死而復活的道理。如果沒有復活這件事，基

彼得和約翰兩人，快跑到墳墓那裏，進入裏面見

督教所傳講便為虚空，沒有指望。

細麻布還放在那裏，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

耶稣在傳道的時候，常以父尊稱上帝，稱
自己是神的兒子。因此遭到猶太人的文士、法利
賽人以褻凟神的理由控告。猶太人沒有權柄以宗

塊，是在另一處捲著，約翰看見就信了 ( 聖經的
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裏復活 )。復活後的耶
穌最先向馬利亞顯現，當日晚上向 11 個門徒顯

教理由處死耶穌，只能以政治理由 ( 耶穌自稱猶

現，隔日再向多疑的多馬顯現，耶穌對他說：「你

太人的王，可能起義暴動 ) 交給羅馬總督彼拉多

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定奪。彼拉多遍查耶穌沒有任何罪名而欲釋放。

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所有的人 ( 活人，死

但猶太人寧可選擇釋放作亂殺人的巴拉巴却堅持

人 ) 都要來到審判桌前接受審判，得到不同的獎

要殺害耶穌。彼拉多迫於眾人的壓力，只好判決

賞或刑罰。信主的人死了→靈魂→樂園→復活→

耶穌釘上十字架 ( 星期五 )。

審判→天堂→永生。不信主的人死了→靈魂→陰

耶穌在斷氣前說了一句「成了」。『成了』

間→復活→審判→地獄→永死。

是十字架痛苦時刻的結束，也是救贖大功

永生：與上帝永遠在一起，享受一切喜樂。

完成的勝利呼聲。當時日頭變黑了，殿裏的幔子

永死：永遠沈淪，離開上帝的面和祂全能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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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大學台北公舘分校簡介
文 // 江玉楨教務長提供
校長：陳伸賢 教務長：江玉楨
會計：蔡秀靜 出納：蔡美麗
書記：楊威及委員六人
主任牧師：王豐榮
教育牧師：吳慧馨
松年大學台北公舘分校設於 1994 年 9 月 2
日，設校迄今將滿 26 年，目前學生數約 60 人，
每學年分春秋兩季兩學期，每學期上課 16 週。

宗旨
1. 達到「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的人生目標。
2. 研究經典、重建心靈，追求新知和全人健康。
3. 提升社區文化建設，服務社會。
4. 參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活動據點及供餐
( 週一、三 )
上課科目分信仰與人生、社會與新知、文
化與藝術、醫學與健康、事奉與關懷等五大類。
除繪畫、語文、書法、木笛分班上課外，其他
科目含長青合唱團不分年級合為一班上課。

特色與展望
1. 每週一、三，週間一、三、五下午開放課後
活動。如：長青合唱團、電影欣賞、閱覽書報、
桌球、桌遊、卡拉 OK 等。
2. 師資：聘請教授、醫師、藝人、律師、牧師
及社會知名人士任教。
3. 萬年公園和師大分部，是本校特別戶外活動
的最佳場所。
4. 年滿 80 歲以上，報名上課者，成為本校榮譽
學生，繳報名費 600 元，學費免繳。
5. 貧困獨居老人或低收入戶經里長證明（且有
社會局卡者），繳報名費 600 元，學費免繳。
6. 為鼓勵夫婦一同學習，凡夫婦報名者，第二
位學費減半優待。

活相關的心得，一起來發表感想，大家都成為有
『學』有『問』又有福氣的人。
年紀大了，最害怕也是很多人難免會得到
的，是失智與失能。不想成為小孩的牽絆，就要
走出家門與群眾接觸、閒聊，生活有目標與寄
託，才不會鬱悶。
『打桌球』是教會裡，男、女、老、少，
的活動，可以悠閒的玩，場地在室內，活動時間

7. 學期中舉辦國外、校外參觀旅遊，費用另繳。

就可以風雨無阻，同學們在一起說說笑笑中，寓

8. 每個月舉辦慶生會，費用免繳。

運動於歡樂，全身四肢眼腦都在動，心、身、

讀松大，是邁向人群，不與社會脫節，除

靈，常在歡樂中活動，增進彼此的互動情感，快

了有各種學術知識的接觸，我們有桌球小組的

樂健康的人生，盼望我們一起來參與追求，這大

讀經聚會，約半小時的講解，鼓勵每人分享生

家庭 ----- 台北公舘教會松年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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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樂意的服事
文 // 黃慶源長老（壽中 . 新莊）
哥林多前書 10:31「所以恁或是食或是飲或
是做什麼攏著因為榮光上帝來做」。 哥林多前
書 10:33「親像我凡事互眾人歡喜無求家己的利
益就是求眾人，的利益愛欲互 in 得著救」。「榮
光上帝利益眾人」，這是聖經教示咱的道理。
無花果樹葉遮蓋見誚 (kiàn-siàu); 無花果實
互人止餓 ; 無花果餅王受治療 ; 無花果樹使徒蒙
召 ;《無花果合唱團》每一個成員攏是蒙上主恩
典的呼召具備使命感的大能勇士，向望會當藉著
吟唱優美的詩歌來宣揚基督的福音 ; 見證上帝的
美善及慈愛榮神益人。
我信耶穌基督成做我的救主 ;「信」著要 (ài)
「行」感謝主 ! 佇我的生命中有這號福氣會當成

及順境 ; 佇逆境的時著彼此相代禱、相體諒、相

做《無花果合唱團》的一份子，通及 (kap) 指揮

勸勉、相扶持、相安慰。千萬呣通失志來跋倒 !

林振祿長老以及眾同工大家做夥，用吟唱詩歌及

因為這是在考驗咱對「信」的堅持 ; 佇順境的時

(kap) 生命中美好的見證來宣揚主耶穌基督的福

著感謝謳咾 ; 呣通驕傲 ! 箴言 18:12「敗壞的代

音，這款的服事我甘心樂意 !

先人的心是驕傲 ; 尊貴的頭前是謙卑。」

「信仰生活」需要不斷的學習及不斷的更

約書亞記 24:15「論到我及我的家阮決斷欲

新俗語講 :「食一歲，學一歲」。人生不如意的

服事耶和華」。向望咱大家佇主的疼內面同心來

代誌十項有九項 ; 服事的過程中難免會遇著逆境

實踐上帝美好的旨意。

爸爸的肩胛頭（台語 )
細漢ㄟ時，我坐在爸爸ㄟ肩胛頭，去迺夜市，去看煙火，
日
擱去動物園辶迌
，有爸爸疼惜的囝仔，實在真快樂幸福，

詞曲：潘心怡老師

爸爸ㄟ肩胛頭，真闊真好。
每日生活中，爸爸勇壯的肩胛頭，是阮媽媽和阮囝仔，
堅固ㄟ倚靠。有爸爸看顧ㄟ日子，實在真安全溫暖，
爸爸ㄟ肩胛頭，真闊真好。
爸爸ㄟ肩胛頭，是阮堅固ㄟ倚靠。但是有誰人的肩胛頭，
倘互爸爸來倚靠，只有愛疼ㄟ天父。
會堅固爸爸ㄟ人生腳步，從天裡看顧賜福，互爸爸平安喜樂，
賜互爸爸平安喜樂。

禮物
是祢，予我生命氣息，在祢美麗天地裡盡情呼吸，
是祢，將我放在心底，顧念著我，沒有一刻停息。

心怡爸爸 --- 潘茂良老師（父女情深）

是祢，接納我的軟弱，賜我得勝信心和勇氣。
是祢，付出了祢自己，使我得以永遠和祢在一起。
無法明白，祢是如此愛我，無法想像，祢竟在乎我，
祢早為我預備好了禮物，用祢的淚，祢的心。
天父，謝謝祢給我 ---- 這永恆的禮物。

耶穌在這裡
耶穌愛病人，耶穌愛罪人，耶穌愛貧窮人，背負重擔的，憂傷痛苦的，
耶穌都曉得。祂要尋回那失喪的人，祂要堅固那軟弱的人，
祂要幫助那絕望的人，祂是你我最需要的神。耶穌在這裡，祂在你心裡，
陪伴你不離，呼求祂的名，讓祂親近你，永遠疼愛你。

最美的唯一
生活裡有許多小小快樂加在一起，偶爾也有一些小小憂愁出沒心底，
不管每天過的日子啊是悲是喜，在祂愛中都會化做串串的奇蹟。
穿上我可愛的游泳衣，在清涼水中游來游去，像條悠哉的魚在水中自由呼吸。
啦～耶穌是我生命中的泉水和空氣，喝杯我最愛的 Apple Juice，
在週末午後享受甜蜜，像隻幸福貓咪沈浸在白日夢裡，
啦～耶穌是我生命中的奇妙維他命 C，騎著我心愛的腳踏車，
在樹下和風追逐遊戲，像個無憂孩子奔馳在青春草地。
啦～耶穌是我生命中的陽光和活力，耶穌是我生命中最美的唯一。
大牛文化公司出版發行～～禮物 1 有祢同行真美真好（感謝潘心怡老師無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