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全球股市包括美國、中國、歐洲、韓國
在內因疫情或戰爭震盪，經濟形勢大受打
擊。求主供應各國人民一切所需。

台灣:適逢農曆新年，求主保守人民回鄉過年
平安，與家人有好的相聚時光。若因疫情或
其他因素不能回家的，求主保守安慰。

教會
1、求主施恩，使我們恢復與神、與人和好的關
係，在新的一年，生命能更新變化，成為主
的器皿，為主所用，蒙主喜悅。
2、為未得救的家人禱告，特別舊曆年家族聚會,
可以向家人分享並數算主恩，藉此見證主名
並傳揚基督的救恩與福音大能。
3、求主帶領學生在寒假，能善用時間，規劃假期
充實假期生活與正當休閒，並祝福在親子關
係上都有神的保守看顧。
4、邱皇銘弟兄的父親邱忠男將在主日結束後舉行
洗禮，求主堅固他的信心，經歷神的恩惠。

～報告事項～
1、 聖餐主日 下主日為聖餐主日，請肢體預備
心，願意遠離罪惡並修復與神和人的關係，
以敬虔的心領受主的聖餐。
2、 兒主同工會議 2/6(日)中午12點開始，地
點：地下室，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健康講座 2/9(三)上午10:00~11:00，主題：
用藥安全，歡迎參加。
4、 新春過年 1/29(六)~2/5(六)教會暫停聚會。
5、 會友大會 2/20(日)主日舉行，請肢體踴躍參
加。
6、【逆境人生與神學省思】講座，從聖經人物(約
拿、約伯、施洗約翰)，看神如何領人走出逆
境，並以「十架神學」引導更新。地點:救恩
堂，3/5(六)9:00~16:00，本堂會友優惠價250
元，欲參加請2/17（四）前洽辦公室報名。
7、鑒於疫情日漸嚴峻，為配合政府相關規定，請
弟兄姊妹落實實名制，聚會全程戴口罩，場地
禁止用餐，請配合體諒。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聚會 / 時間/ 地點

地點
正堂
B1/會議室

人數
101人
3人/3人

教會禱告會 （1月11、25日）20:30~21:30
線上LINE群組

成一小組/週三 10:00~11:30/副堂
              19:30~21:00/副堂＆協談室＆教室
         週四 19:30~21:00/副堂＆教室
         週六 10:00~11:30/副堂
         週日  8:30~ 9:30/協談室
成二小組/週五 19:30~21:30/副堂
         週日 13:30~15:00/教室＆3樓玻璃屋
媽媽小組/週二 11:00~14:30/地下室     
國高小組/週日 13:00~14:30/協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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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1 . 30 ( 日 ) 2022 . 2 . 6 ( 日 )
朱德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二團
敬拜四團
陳貞蓉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鄭惠蓁 姊妹
朱德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顏士閔 弟兄
馮薪庭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陳渫聰 李傳婕
董仁章 姜俊良
梁柏榮 顏士閔
吳秀梅 陳慧貞
邱美葉 姊妹
范自強 弟兄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1.17 （一）～2022. 1.23 (日)
自由奉獻 --1,400元 收入
52,900元
主日奉獻 6筆
6,300元 支出
33,543元
十一奉獻 7筆 31,2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5,000元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1筆
1,000元
宣教奉獻 4筆
7,000元
慈惠奉獻 ----鮮花奉獻 1筆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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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30日顯現後第四主日（綠）

壹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主日程序

一、宣召……………………鄭信弘教師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馬可福音15:1-39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為使命而活的人生
五、奉獻……………………鄭信弘教師
六、報告……………………鄭信弘教師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恩典已降臨】

將軟弱變為剛強 貧窮成為富足
瞎眼得看見 哀哭變為跳舞
一切山窪都填滿 崎嶇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充滿無限可能
你的能力覆庇我 戰勝試煉和艱難
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夠我用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重擔都變為輕省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倚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的事

【感謝耶穌】
主我感謝你 因你信實的慈愛
在我一生中 經歷你同在
我獻上感謝 因你憐憫恩典 全都為我預備
感謝耶穌 感謝主 因你愛充滿我心
我今天領受 你奇妙恩典 獻上我讚美

【在耶穌的腳前】
在耶穌的腳前 謙卑屈膝敬拜
瞻仰主的榮面 在耶穌的腳前
安靜留心聆聽 等候主的旨意
在耶穌的腳前
完全相信
在耶穌的腳前
毫無保留

放下一切掛慮
完全交託
獻上一切所有
我敬拜你

面對試探                          ⊙廖元威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四章1~11節
引言
基督徒會受試探嗎？主禱文說「不叫我們遇見試
探」原文是指「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我們一定會遇
見試探，但我們可以求主保守我們免得陷入試探。耶
穌必須受試探嗎？是的！「主耶穌道成肉身，凡事與
我們相同，所以他必須承受試探之苦，為要搭救被
試探的人。」（來二16-18）「基督因受苦難得以完
全」（從他人性面來看）。（來二10）耶穌受洗時，
天父已經公開宣佈「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聖子對這個關係的委身、是否忠於彌賽亞的呼召，都
要接受考驗。
一、憑信心或憑眼見？
太四2「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魔鬼
利用耶穌正處於高度飢餓狀態來試探他，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受洗的時候，聖靈是以可見的、有形的彷彿鴿子
的形狀降在耶穌身上，表明他彌賽亞的身份（受膏
者，受聖靈的恩膏）。當下，聖父也親自用可辨認、
聽得見的聲音，宣告耶穌是他所喜悅的愛子。耶穌需
要做的就是完完全全相信這個事實，不需要應魔鬼要
求行個神蹟，來確認或肯定他彌賽亞和上帝兒子的身
份，完全不需要！
經過四十天禁食，耶穌真的餓了，而且他確實有
能力把石頭變成食物。可是耶穌卻不這麼做，反而引
用申八3回答：「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
裡所出的一切話。」耶穌在飢餓、卑微狀況下要怎麼
面對？他要憑信心還是要憑眼見？他要倚靠上帝無所
不能的膀臂，還是要靠他自己的辦法和能力？耶穌絕
對可以把石頭變成食物，這對他來講一點也不難。但
是他卻寧可耐心等候，來五8說「他雖然為兒子，還
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試探之所以不容易抵
擋，是因為其中牽涉了苦楚和難處。耶穌所面對的苦
難，不單是飢餓和羞辱，包括可能餓死，或是身體的
健康遭到嚴重傷害。
亞當在伊甸園，有各式各樣的食物可吃，但他卻
受迷惑並屈服在魔鬼的試探之下，違背神的命令，吃
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落入死亡的審判。以色列
百姓出埃及之後，在曠野中也經歷道路難走、生活條
件差，甚至陷入飢餓的痛苦中。上帝用嗎哪餵養他
們，教導他們不要單靠物質的食物而活，而是要靠上
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在曠野四十晝夜禁食之後，耶
穌基督持續、依舊甘心樂意地服在神的話語之下，他
拒絕隨著魔鬼起舞，不在他聳恿、激將法之下證明自
己的身份，也拒絕用他超然的能力來滿足自己的需
要，而是堅定心志地討天父喜悅、憑信心而行！
二、信靠神或試探神？
第二個試探，也跟耶穌神兒子的身份和權柄、能
力有關，但主耶穌也再一次堅定地展現他相信聖經，

以及順服神的決心。太四5「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
叫他站在殿頂（翅）上，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
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
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魔鬼
引用詩篇九十一11~12，強調神要吩咐他的使者保護
彌賽亞，以此挑戰只要耶穌肯從聖殿最高處往下跳，
神又顯神蹟出手救他，正好可以印證他跟天父上帝之
間特殊的關係。
主耶穌一眼就看穿這個騙局，要上帝替個人魯莽
的行動背書（不管是為名為利或任何錯誤的動機），
根本不是信靠神，而是試探神；不能用來證明上帝兒
子的身份，而是濫用這個身份。此時若硬要跳，要麼
是為了滿足虛榮或是為了試探神，看看他會不會信守
諾言，聖經禁止我們用這種方式試探神。
我們再說，上帝沒有義務要透過能力的彰顯來證
明他是神，他的信實毫無疑問，他也不需要人給他測
試或考驗。主耶穌若要配合魔鬼的質疑、挑戰，而從
聖殿跳下去，等於強迫上帝必須採取行動來阻止災難
的發生，否則就給人藉口可以指控上帝說話不算話。
這根本就是把神跟人，父與子的角色、地位給顛倒
了。主耶穌拒絕按這個錯誤的要求而行。撒旦要求耶
穌採取行動證明他是上帝兒子，是一個不能成立的
假議題，耶穌不僅拒絕配合演出，並且義正嚴詞地
告訴撒旦，「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太四7
主耶穌拒絕試探神，與在曠野失敗的以色列人完
全不同。他引用申六16：「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
們的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瑪撒：試
探）申命記多次記載，以色列人在曠野試探神，他們
的罪是「不信的惡心」！他們在瑪撒因沒有水喝向摩
西爭鬧，甚至懷疑到底能不能把他們帶到應許之地
去，還膽大包天的說「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
以色列人一再試探神，惹動了神的忿怒。我們也會把
神的眷顧當作理所當然，以此來試探神嗎？
三、走苦路或走捷徑？
太四8-9「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
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
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顯然魔鬼相
當程度上掌握了萬國的權柄和榮華。這個試探強而有
力的關鍵是在於，上帝為何容許魔鬼長時間擁有這麼
大的權柄，而且是帶來嚴重危害的力量？如果說第一
個試探，是測試我們對於上帝能否及時供應生活所需
的信心，那麼這個試探，則是測試我們對於上帝掌管
萬有的信心。這個世界到底是上帝在掌權還是魔鬼在
掌權？上帝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是不能廢去的嗎？
他的國是至高永存的嗎？（但七14 ）
確實，人若要在世界上獲得榮華富貴、權勢地
位、成功名就，許多時候都面對這個試探，也就是
必須承認魔鬼在地上的王權，並且要與他妥協。要
勝過這個試探需要超越的眼光和信心！要清楚知道
神是終極的掌權者，是人類命運的決定者。他掌管
萬有，決定我們的禍福與成就的是上帝，不是魔
鬼！

耶穌所面對的挑戰很明確，他到底是要走受苦的道
路，並且至終要走向各各他，上十字架，做上帝的
受膏者（彌賽亞）。或是他要抄近路、走捷徑，不
上十字架，只要向魔鬼下拜，做撒旦的受膏者。
對基督徒來說也是這樣，通往榮耀的道路只有
透過受苦。正如主耶穌在登山寶訓所宣告，通往永
生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若有人說：做基督徒根
本沒什麼，隨隨便便、輕鬆愉快就可以走向榮耀，
這不折不扣是魔鬼的謊言。
面對這個試探，主耶穌的態度堅定、話語清
晰，那就是「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
奉他。」主引用申命記六13清楚的宣告，要存敬畏
神的心把敬拜和事奉單單歸給他，不歸給上帝以外
任何的人事物。耶穌順服父上帝的旨意，拒絕妥
協，在得榮耀的事上拒絕走捷徑。他早就已經定
意，要走受苦的道路，並且至終要為世人的罪上十
字架上！
四、面對試探的正確態度
在跟隨事奉主的路上，神會讓我們面對考試，
顯明我們內心的光景、對神的信心，和順服的程
度。神試驗我們的目的，是為要叫我們經歷他話語
的信實，他恩典的寶貴，他要增強我們的信心，帶
領我們繼續往前走。如果試驗、考驗對我們是有益
處的，為甚麼主耶穌還要我們禱告：「不叫我們陷
入試探」？
1、因為上帝為了人的益處所安排的信心考驗，不
少時候會被撒旦用來叫我們落入陷阱，破壞我們的
信心。（彼前五8）
2、面對考驗不是兒戲，因此也不能等閒視之。主
耶穌面對十架在客西馬尼園何其痛苦與驚恐，他的
禱告是：「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
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廿六39）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對門徒說的話很
重要：「總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太廿六
41）儆醒禱告是不陷入試探的關鍵！
3、我們越認識自己，就越必須承認自己的軟弱、
愚昧無知，並且更加了解撒旦是試探人的高手。不
論是你的優、缺點，牠都可以切入。「所以自己以
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十
12）
以上是嚴肅的提醒，但神也給了寶貴的應許：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
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
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
住。」（林前十13）
題目思考:
1.你對於試探有什麼看法和體會?對你來說，有沒有什
麼試探特別難以勝過？請和大家分享。
2.耶穌所面對的這三個試探，哪一段讓你最印象深刻
？為什麼？
3.今天的信息有什麼心得和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