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香港疫情持續升溫，醫療後援不足，求主
賜平安及應對的智慧。另中美貿易關係仍處困
難，求主帶領全球經濟發展。

台灣: 不同政黨開始籌備11月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為選舉禱告，求主興起、有主的僕人參與
其中，屬天的改變臨到台灣。

教會
1、求主施恩，使生命能被主破碎，以恢復與神、
與人和好的關係;願捨己跟隨主，成為主的器
皿，一生為主所用，蒙神悅納。
2、為教會長執與小組長的治理與牧養禱告，願在
服事以先，求主愛澆灌，體貼主的心意，將
每個人帶到主的面前，領受主恩。
3、為每個學生與家人的關係禱告，求主在每個家
庭中掌權，祝福他們的親子關係以及各個層
面都有神的保守看顧，彼此有親密的關係。

～報告事項～
1、 國高同工總聚 本主日中午12:00，地點:會客
室，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2、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中午12:30，地點:
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救協會員大會 3/6(日)上午11:30舉行，請會員
踴躍參加。
4、 小組名單公佈 各分區名單公佈，請至公佈欄
確認，若因個人因素需調整，3/6前請告知小
組長。
5、 看 電 影 看 世 界 2 - 7 月 每 月 最 後 一 個 週 日
13:00-15:15透過電影認識其他種族和文化，以
禱告啟動宣教事工，邀請弟兄姐妹邀請親友一
同參加。
6、疫情維持平穩，教會場地恢復可以用餐，請用
餐期間維持適當社交距離，並請減少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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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人
9人/9人

教會禱告會/ 2 月 8、22 日/20:30~21:30/ LINE

成一小組/週一 19:30~21:00/線上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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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10:00~11:30/副堂
         週日  8:30~10:00/協談室
成二小組/週二 11:00~14:30/地下室
         週四 19:30~21:00/會客室
週日 11:30~14:00/救恩堂＆總會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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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20 ( 日 ) 2022 . 2 . 27 ( 日 )
潘振宇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二團
敬拜三團
陳貞蓉 教師
俞繼斌 牧師
劉世煌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林憲佑 弟兄
顏士閔 弟兄
馮薪庭 姊妹
李佾靜 姊妹
陳吉甲 謝福餘
陳吉甲 謝福餘
陳乙瑄 林羿萱
陳乙瑄 姜俊良
林尚水 長老
陳渫聰 姊妹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2.7 (一) ～2022. 2. 13 (日)
自由奉獻 1筆
1,225元 收入
278,925元
主日奉獻 6筆 12,000元 支出
98,144元
十一奉獻 20筆 160,0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3筆 39,000元 A弟兄   ＄20,000元
特別奉獻 ----- 補乙筆  ＄46,000元
（1/28劃撥入帳）
建堂奉獻 2筆
8,000元
宣教奉獻 6筆 11,700元
慈惠奉獻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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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顯現後第七主日（綠）

壹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主日程序

一、宣召……………………邱皇銘執事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邱皇銘執事
經文：王上1:1-40;47-48 ； 王上2:1-4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屬靈的傳承
五、按立禮…………………鄭信弘教師
六、事工報告………………鄭信弘教師
七、奉獻……………………邱皇銘執事
八、報告……………………邱皇銘執事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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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能夠】
那些眼睛 未曾看過的事情
還有耳朵 未曾聽過的事 甚至心裡 還沒有想過的事
上帝早已預備 給那些愛祂的百姓
上帝能夠 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亙古至今直到永遠 祂的大能永不改變
上帝能夠 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亙古至今直到永遠 祂的大能永不變

【我渴望看見】
我們等候主 不住尋求你面
晝夜地禱告 為這世代呼求
側耳來垂聽 謙卑悔改聲音
願救贖和醫治臨到這地
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 像雲彩圍繞充滿在這地
聖靈如風地吹進每顆枯乾的心靈
我們靈魂再次地甦醒
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 禱告的聲音如水不停息
父親回轉向兒女 兒女回轉向父親
每個世代合一敬拜你
不停地叩門
不停地禱告
我們在叩門
我們在禱告

不停地尋求
不停地呼喊
我們在尋求
我們在呼喊

天上的門為我們打開
呼求復興臨到這世代
天上的門為我們打開
呼求復興臨到這世代

愛無限                            ⊙范兆禧教師
經文：林前十三1-13
前言、最奇妙的道理
這段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的經文，最常被用在
婚禮的時候，似乎只有結婚的時候才需要愛？當然不
是，只是我們最常用男女之間的愛來作為永恆不變的
愛情，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淒美的故事，都是以愛
情作為歌頌的主角，愛是如此的美好，卻也是最難學
習的功課。
這段經文因為大家都非常熟悉，不但是基督徒愛
用，就連不信主的人也喜歡拿了引用，今天早上我的
題目是愛無限，也是這段經文所要傳達的一個主題，
就是愛帶來的影響，絕對不會只是在婚禮上，或是只
存在於男女之間的關係，愛成為一切道理的基礎。
愛在希臘文有四個型態，這四種愛包括男女之間
的愛、父母兒女之間的愛、聖潔神聖的愛和兄弟朋友
之間的愛。保羅在哥林多書信中提到的愛就是指聖潔
的聖愛，這是一切愛的基礎，也是保羅要透過這封書
信告訴哥林多教會的事，因為在哥林多教會存在著彼
此紛爭的事，顯然在他們中間，在愛這件事情上出現
了問題，而從神而來的愛，正是解決這一切紛爭和衝
突的唯一出路，這也是這一章經文要處理的問題。
人的愛真的非常有限，很多順口溜說到的愛，結
婚前山盟海誓，結婚後金價歹意(台語)，結婚前你是
我骨中的骨，結婚後變成你是我骨中的骨刺。小到個
人之間的關係，大到國家之間的衝突，都是因為彼此
互看不順眼，容不下對方的聲音。歸根究底就是愛的
關係出了問題。而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只有透過從
神而來的愛才能夠完全的克服。這也是保羅在面對哥
林多教會的紛紛擾擾，提醒他們回到問題的核心，並
且勸勉他們用神的愛作為根基，用從神來的眼光去看
待彼此，才能夠真正的解決問題。這道理不難，卻是
最不容易學會的，接下來，我們就要一起透過保羅的
這段教導，學習愛的功課。
ㄧ、唯有愛才有意義1-3
首先，我們要認識有愛才有意義。在1-3節提到
在關係中，最困難的就是解決事情和感受，在親密之
旅的課程中說，姐妹比較傾向感覺，而弟兄比較傾向
處理事情，所以當彼此衝突時時候，面對姐妹要先處
理感覺，感覺過去了再解決問題，事情就比較簡單。
而弟兄就需要比較條理的說明清楚事情的原委。
關於這點我和燕燕也很有體會，比較常面對的問
題，是誰先處理誰的問題和需要。如果雙方都覺得對
方要先處理自己的問題，那麼衝突就可能會越來越嚴
重。至於解決問題的順序，不是靠誰有道理，或是誰
的需要比較重要，而是從神而來的愛。我們常常聽到
家是講愛的地方，不是說在家不用講道理，而是要強
調，只有以神的愛彼此對待，那些道理才能夠發揮最
大的力量。如果個人只看到自己的需要，那麼身邊的
人的需要當然就會被忽略，就像疫苗有限，誰先打？

當然是我先打，因為我比較需要⋯但是如果有神的
愛，就會願意看別人的需要，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利。
保羅提醒，一個人再有能力、再有恩賜，在講
臺上充滿了群眾在魅力，走到哪裡都受到別人的仰
慕和推崇，可是如果他沒有愛，覺得自己很了不
起，別人都應該要看重他，那麼就算他再有能力，
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一來對其他人沒有幫助，只
是獨善其身。二來還可能傷害到群體的關係，對於
那些需要被關注的人，只樣的人只會造成更多的傷
害。過去在教會中有同工跟牧者不合，覺得牧者搶
去了他的風采，讓他沒有發揮的空間，牧者也覺得
同工找自己麻煩，不順服在上面的權柄，後來衝突
越來越厲害，對教會其他的肢體也產生影響，最後
就造成教會的分裂。這實在是很令人難過的事，我
們需要成全彼此，各盡其職的互相支持，讓愛成為
唯一的出路，有愛才有意義。
二、唯有愛超越困境4-7
其次是有愛才能超越困境。在4-7節保羅在這裡
再次強調愛才是超越困境的唯一方法，當保羅面對
在哥林多教會中的衝突時，他知道只有把大家的眼
光焦點，重新聚集在神的愛上面，問題才有解決的
出路，如果我們之間有從神而來的愛，那麼我們一
定會看到彼此的需要，能夠彼此忍耐存在的差異，
能夠不嫉妒別人比我有恩賜，得到更多人的關注，
能夠不求自己的好處，也不隨意生氣，記仇。願意
彼此饒恕，互相包容。
我們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問題，世界告訴
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話不投機半句多。可是聖經
提醒我們，凡事包容，個人要看別人比自己強，我
們不是螃蟹理論，踩著別人往上爬，而是彼此扶持
互相代求，希望別人過的好。我以前在業務單位工
作，有些公司業務和內勤的助理關係很緊張，因為
內勤的助理可以接客戶的訂單，這個就變成助理搶
業務的業績，讓業務很為難，因為又需要助理協助
處理事情，不能公開撕破臉，可是公司員工之間的
關係就變成很不好，也造成業務經常流動。
我們身邊的許多例子都可以告訴我們，只有用
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人類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只
有高舉愛才能真正的解決。最近在國際上俄國與烏
克蘭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台灣和大陸的關係也是
一樣，如果你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都會覺得對
方是不對的，他們鴨霸不講道理，只有自己才是對
的，那麼到最後就不斷升高衝突，最後只有打一下
才能平息怒火。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戰爭都是這樣來
的。戰爭最後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只把提出問題的
人解決了，真正修補關係，使困境得到解決的，都
是戰爭之後的友好往來，慢慢化解彼此的衝突和心
結。愛把我們從彼此對立的衝突中拉出來，重新回
到良好的關係中。
三、唯有愛存到永恆8-12
最後，我們看到第三個重點，唯有愛才能存到
永恆。在8-12節說到：「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

之能，終必歸于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
也終必歸於無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
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
無有了。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
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
了。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糢糊不清；到那
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
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保羅在這裏強調，這個世界有一天都會過去，
先知是神話語的出口，是神的代言人，可是當有一
天，神不再需要透過先知講話，因為主已經來了，
我們能夠與神面對面的交談，不再需要先知來傳遞
訊息，其他那些說方言、講道的恩賜，在主再來的
日子，到時候都不需要了，可是，唯有一樣是永恆
不變的，是能夠存到永遠的，那就是愛。為什麼保
羅要在這裏強調愛的超越性呢？因為當時的教會紛
爭，很多人因為自己有恩賜，或是為了爭取更大的
影響力，以至於教會裡充滿了各種小圈圈，可以說
是烏煙瘴氣。
保羅在這裏也提醒大家，別爭這些，這些東西
有一天都會沒有用，只有一樣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那就是愛。以前我們說一句話，我們生不帶來 死
不帶去，這個世界的東西我們沒有一樣可以帶走
的，那麼這裡除了一樣例外，就是從神而來的愛，
彼此相愛的心，互相扶持、彼此成全的愛，我的爸
爸雖然已經離開我們兩年多，可是他對我們的愛，
讓他就好像仍然活著，在我們家人的心裏，也在我
們的生命裏。這就是愛永遠不會消失的原因，愛的
影響力是永遠常存的。讓我們學習用神的愛彼此包
容，讓愛超越一切困難，修復彼此破壞的關係，使
我們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結論、愛最大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保羅在13節最後再一次
強調，常存的有三樣，分別是信、望、愛，只有愛
最大，因為愛是一切的解答，也是永遠常存的，更
是我們一生要竭力追求的，在主裡面的合而為一。
我不知道現在的你有什麼樣的困境，特別是與人的
相處上，當我們提到越親密的家人，越容易有衝突
發生，我們怎麼面對和處理？下次當我們想到家人
的傷害，彼此衝突的時候，不要只是生氣睡不著，
可以試試為對方禱告，可以把情緒帶到神的面前，
禱告跟神抱怨都可以，讓神用祂的愛來取代我們心
中的怨懟和傷害的情緒，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低
頭禱告。
題目思考:
1、這段經文給你甚麼樣的提醒和學習?
2、有什麼是你目前缺少的?或是需要學習改變的?
3、現在有甚麼彼此相愛的困難?或是需要學習用神的
愛去愛的對象，可以提出來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