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伍 歐華事奉禱告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列國:世衛估計每年有700萬人死於與空氣污染

親愛的主內肢體和家人：平安！
    歐華神學院新學期，在9/6 的學前靈修會中揭開
序幕。最感人的，應該是十四位新生的見證，他們
散佈在七個不同國家（加老生則十一 個國家），但
愛主、樂意事主，以及接受裝備的心志，確實激勵人
心。為著神在他們身上以及在教會中的工作感恩！
    汪仁潔老師和郭素蓉師母已於九月初平安抵達巴
賽隆納。汪老師是美國Asbury神學院新約博士，曾在
聖光任教數年，本學期開始成為歐華專任老師，師母
則將負責圖書館運作；為著上帝為歐華預備委身的同
工感恩。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含線上)

地點
正堂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有關的疾病，求主憐憫讓世界各國重視環境
保護，讓地球環境惡化得以減緩。

台灣:感謝主恩典讓台灣能挺過多次群聚，求
主持續保守讓疫情能完全得到控制，百姓能
回復正常生活。

教會
1、 目前疫情趨緩，但仍無法實體聚會，求主堅
固我們的信心，仰望主恩，藉通訊工具與弟
兄姊妹保持聯繫，在困難中學習愛神愛人。
2、 感謝主!丁勖倫弟兄的母親邵淑文姐妺;羅秀
宜執事的母親羅林慶雲，手術身體恢復中，
求主賜下恩典，早日康復。
3、 目前疫苗持續開打中，求主保守學生與教會
及家中長輩，施打順利，副作用能夠減輕。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本 主 日 擴 大 同 工 會 議 要 同 意 申 請 獨 立 堂 乙
案。請為議程順利有好的互動，就議題的意
見表達，有聆聽、對話、共識形成等禱告。
2、 近期能合宜地將同工分群組，讓信徒領袖(帶
領分組同工)興起、個人恩賜與負擔可以彰
顯、得成全，並且能形成團隊來彼此配搭與
學習等禱告。
3、 請繼續為實體聚會平安禱告；第二劑疫苗施
打陸續展開，求主保守長者們在施打過程以
及施打後免疫系統的反應等有平安禱告。

～報告事項～

1、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仍採取線上直播方式，延至
10/4中央進一步宣佈，崇拜服事相關同工，請
協助參與服事。
2、小組聚會 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第二級，實體小組
聚會，請落實實聯制、全程佩戴口罩、維持社
交距離、加強環境清消。
3、2021年台北研經培靈會
   主題：教會的覺醒與重建
   時間：10/5(二)~7(四)
         14:00~17:30;19:30~21:00
   線上直播，歡迎報名。
4、聖經經濟倫理視訊研討會
   主題:疫情經濟-全球化、倫理與出路
   時間:10/30上午9~12時（免費參加）
   欲報名者請掃QR Code。
5、道聲福音月曆 買1送1，書法經文月曆(85元)、
花漾風情月曆(80元)、請洽行政辦公室訂購。
6、聖餐主日 下週聖餐主日，請預備妥葡萄汁及原
味蘇打餅乾或麵包(無酵最好)，一同上線來敬
拜領受聖餐。

    本學期雖然增加不少全修生，但多數是一年制的
證書科，同時也基於線上學習可不受空間限制，且能
兼顧家庭與教會事奉而把握機會學習。我們正積極
規劃明年春季恢復實體上課（實體、線上hybrid 模
式），加上每學期都有學生完成學業，因此非常需要
在招生上有開創性的規劃和未雨綢繆的行動。全球神
學院似乎都在面對招生難題，求主賜智慧並興起資
源，讓歐華團隊能發揮強項，繼續有效服事歐洲華人
教會。
    過去幾個月，麗華為了論文計畫閱讀許多好書，
埋首整理資料，也開始撰寫論文的核心主題、研究方
法、參考書目等內容。thesis proposal 已在完成階
段，接著要跟指導教授討論和進行必要的修訂。然後
要設計輔導課程，實際帶領醫治小組的課程，每個步
驟都需要智慧、紀律和毅力。
代禱事項
1、為麗華已完成論文計畫感恩，請為接下去與指導
教授的討論、溝通以及後續步驟禱告。
2、繼續為汪仁潔老師（主授新約）和郭素蓉師母
（圖書館長）在巴賽隆納的生活與事奉禱告，也
求主看顧他們在台灣的家人和美國讀大學的兒
子。
3、元威的校外事奉安排：10/10 巴賽隆納南區堂，
10/17 歐華校友丁進賢傳道按牧禮拜，10/24 西
華Santa Coloma 堂。
4、九月中開始，老師們正逐步檢視學院運作的困
境，教會的需要，以及有效招生的策略與行動。
面對特殊的時代，求神引導我們走出一條路。
                  主恩常在！
元威、麗華 2021/09/22

人數
30（46）人  
暫停

小組聚會 / 時間
成一組/週三PM7:00&週四PM7:30週六AM10:30&週日AM8:30

成二組/週五PM7:30 &週日AM11:30
媽媽組/週二AM10:00       國高組/週日中午12:30

柒 服事人員表
總召
司會
敬拜團
講員
音控
錄影
投影
招待
鮮花

2021 . 9. 26( 日 )
陳貞蓉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一團
蔡麗貞 老師
黃俊元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鄭惠蓁 姐妹
--陳渫聰 姐妹

2021 . 10. 3( 日 )
朱德弘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黃俊元 執事
載靖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9/19 十一 5筆
主日 4筆
宣教 2筆
愛心 1筆
特別 3筆
鮮花 1筆
9/20 感恩 1筆
9/22 感恩 1筆
主日 1筆
9/24 十一 1筆
9/6 郵撥入帳

2021. 9. 19 (日)
19,250元 支出
7,302元
7,805元 代轉:
4,000元 A姊妹 1筆 ＄7,000元
2,000元
6,000元
2,000元
5,000元
5,000元
1,000元
4,500元
136,000元

玖 慈恩堂
2021. 9. 19(日)
主日(含線上) 28+2人 收入 24,560+匯款2,000元
11,911元
小組(含線上)
20人 支出
聚會提醒事宜
1、借貸：我們鼓勵會友見到肢體在衣食上匱乏時，甘
心樂意資助。但不鼓勵會友間有借貸或其他金錢上來
往，也請勿主動邀人加入互助會。若有急難需要，請
讓組長，區長或牧者知道，可評估申請慈惠金支援。
2、商業行為：我們尊重從事各行各業的肢體都可以被
動地受託為會友服務，但請勿主動進行商業行為或邀
人作直銷下線。

主後2021年9月26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鄭信弘教師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撒上六20、七1-2；撒下六1-12

四、證道……………………蔡麗貞老師
上帝很危險！
五、奉獻……………………鄭信弘教師
六、報告……………………鄭信弘教師
七、祝福……………………蔡麗貞老師

貳 敬拜詩歌
--【將天敞開】-將天敞開 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你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你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你 你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你 讓一切焦點轉向你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你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哦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
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 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 求你堅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

--【全然為你】-我的眼光和心思 單單注視你 喔耶穌
隨著你心律動 甜蜜的靈來充滿我
放下為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給你 我的主
我願使你歡喜 對你的愛不斷湧流
我生命氣息 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
無悔地付出 只願你心得滿足
我生命氣息 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 最深刻真摯的愛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從巴比倫出來!                       ⊙胡業民 長老
經文：啟十八2~11
聖經裡有提到兩次大停工，第一次是巴別塔的停
工，停工的結果人開始分散全地，治理大地。第二次停
工就是在這裡，巴比倫的經濟大崩潰，這是由於這個世
界的經濟體系神不喜悅，這次停工的結果也是好消息，
因為新天新地就產生了。
1517年馬丁路德改教之後，信徒皆祭司，此後也發
生了知識大爆炸、工業革命，人類財富大爆炸沒有發生
在古老文明的中國、埃及，而是發生在基督教的英倫三
島。我們好比從一個傳統中得到釋放，基督教帶來了許
多文明，讓世界發生了許多改變。其中一部份就是市場
經濟的發展。人類不斷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也創造了極
大的財富。就如同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上帝從不懷疑
他們在迦南會發達，因為人本就有上帝的形象和樣式。
然而要如何能長治久安，上帝很清楚和以色列人約
法三章，只要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法則，就能長治久安，
然而人卻不斷悖逆，以致最終以色列人也被趕出迦南
地。神讓我們進入大停工，是要給我們什麼樣的功課？
大巴比倫代表神不喜悅的經濟體系，它不是不繁
榮，而是一個扭曲的繁榮，它呈現出以下現象：
1. 地上的客商因她奢華太過就發了財： 1% (的需求）
vs. 99% （的經濟）
上帝從不懷疑我們在地上會昌盛，但神要我們扶助
世上有需要的弱勢，如此就可以長治久安，神要我們學
會分享。
2. 地上的君王，素來與她行淫、一同奢華的：（政商的
金權勾結 助長壟斷）（貿易祝福關係改變）
神讓我們可以成為祝福別人的人，讓人可以互相祝
福，但當經濟和政治勾結，甚至和宗教勾結，變成壟
斷，這是神不喜悅的。
3. 地上的客商也都為她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
的貨物了：（全球消費依賴崩潰 商品循環的終止）
當99%的人沒有能力消費，那商品循環就會終止。
巴比倫體系顯示出：畸形發達 兩極分化 (1%
vs.99%) 、 科技躍進 狂傲自高、炫富消費 經貿扭曲、
金權政治 跨國勾結、寡頭暴富 貧富不均、貪婪恐懼
集權壓迫、雲端連結 無所遁逃、繁榮假象 永續不再、
沒有安息 等待黎明。現在的狀況就是財富剝削不永
續、生態浩劫 不永續。而且這樣的狀況不能停下來，
一旦停下來就會整體崩潰。有人說資本主義就像大富翁
的遊戲，事實上是大壟斷。而神的心意是剷除大壟斷，
讓大家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上帝希望市場是可以成為祝福人的管道，當企業主
們出於利己心的精明幹練、努力打拚、調度生產資源、

產出最有經濟價值的產品、服務客戶，而且希望他們
繼續採購自己的產品時，表面上似乎為自己創造最
大利益。實際上好比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他
（們）同時創造了國家社會最大的利益福祉而不自
知。
但現在整個市場經濟已然被扭曲，現在這個世界
似乎非常高速的奔向巴比倫體系，這樣下去的下場就
是會造成兩極極端分化、經貿停滯、全球哀鴻遍野。
上帝所給人的利己心，按照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
斯的說法，是要人聽從心靈深處那個「內住人」的聲
音，如同約翰福音所說你要聽從內住在我們裡面那
「保惠師」的聲音。祂是一個公正的審判者，又是那
位無私的旁觀者。
神讓人發達的真諦是要我們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如同亞伯拉罕的福，這是累加的祝福。這是神原先的
心意，如果有人不這麼做，那麼神會出手矯正，但若
是人還是不聽，神便會出手讓人停工。
在摩西法則裡，神是要讓人有安息，以色列人
理論上有百分之28的時間要休息。神為我們創造伊甸
園、新天新地的目的，是要人安舒在其中。但今天是
我們忙到無法停下來，這是神不喜悅的。禧年經濟包
括：7日安息日，一年守3個節慶，3年末分享年，7個
安息年後50大禧年（工作－歡慶 在其中）；這是有
節奏、 可預測的，有社會共識公權力的、合乎信賴
保護原則的，以及慷慨分享的、與自然環境和好的、
為神所喜悅的。
然而當人不按著神的心意而導致突然來的停工，
包括刀劍、饑荒和瘟疫，而且現在的災難是複合式
的，瘟疫還沒過去，全球暖化所帶來的饑荒可能將
到，這些突然出現的狀況對人來說不是安息，而是打
擊，這是全面的、系統性的、無人避免的、突發的打
擊、不可預測的、沒有配套措施的、隨興的。不論是
經濟波動、疫情波動或是戰爭刀劍、極端氣候，當我
們違背神的法則，就會遭遇這些狀況，這要怎麼辦？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面對這不公平的狀態，百分
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對立，巴別塔和巴比倫經濟的
崩潰停工都導致了一些事情的發生，停止了帝國的剝
削，自巴別塔停工一直到埃及建金字塔或秦帝國建萬
里長城，都晚了一千年以上，人類分散全地以致於有
喘息空間。
同樣的，今天我們被神管教，這全世界的大停工
我們學會了什麼？神絕對不希望人與人之間是對立
的，極權統治壓迫百姓，不論是巴別塔的停工或是
巴比倫的停工，都應該是好消息，特別是停工過去之
後，是神的治理要持續下去，我們叫新天新地。
然而為什麼大多數的人在巴比倫的經濟體系下卻
習而不察呢？「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
樣。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

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又好像
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
造。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
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
樣。」雖然我們活在巴比倫的經濟體系，但因這體
系已經混入我們的生活圈價值觀裡，所以對許多人
來說都是一切如常。
但這幾百年來基督教有許多運動試圖要拒絕巴
比倫的體系，例：美國許多合作社運動。我們或許
可以用禧年經濟來抗衡巴比倫體系，可以有以下方
式：
1. 聖徒相通的經濟關係 中間沒有窮人：（保羅均平
準則 羅馬教會見證）
例：照顧當中的寡婦窮人。
2. 建立共享經濟 主教：資源分配者
消除經貿停滯、全球哀鴻遍野。
3. 反腐簡樸 快樂分享
抗衡「過度奢華的炫富消費，終結－全球剝削關
係，避免 畸形的繁榮經濟崩潰。」抗衡舉例：倫理
消費者／合作社組織 消費者的正義；倫理投資人／
促進公義美善世界。舉例應用：合作社網路：近代
供應系統；食物銀行：濟貧分享系統；公平貿易：
建立反壟斷關係；潔淨能源：魔鬼藏在細節裡。
透過這些方式讓我們可以思考如何能抗衡巴比
倫體系，以合神心意的方式來面對。我們有很多方
法可以來面對巴比倫的經濟體系，但我們可以選擇
合神心意的方式來面對。
現在全世界正邁向巴比倫體系，求主讓我們以
觀察巴比倫體系的不義，來檢驗所有措施行為，求
主讓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今天人發明了很多的經濟工
具，我們要思考這些工具是讓人更分化，或是讓人
更加可以分享？是更助益了巴比倫經濟體系，還是
能夠去抗衡它？
我們可能未來都會在巴比倫經濟體系的控制和
壟斷裡，我們要如何因應面對，用合神心意的方式
來抗衡，求主幫助我們。

題目思考:
1.你對巴比倫經濟體系有什麼體會認識，透過今天的
信息，對你有什麼幫助或收穫？
2.面對全世界突如其來的「停工」，你如何因應？對
你有什麼提醒？
3.要如何抗衡巴比倫經濟體系?你有想到可以如何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