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日本3.11地震11週年，求主保守漫長的
恢復重建，並且在信徒比例1%以下的日本開
福音的門。也求主止息烏俄兩國的戰爭。

台灣: 烏俄戰爭影響全球經濟，物價變動，
電、油、天然氣等民生需求成困境，求主保
守台灣政府滿有適時應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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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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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金蘭姊妹的媽媽傅陳秀珍姊妹安息主懷，願
安慰親友憂傷的心，也為籌備追思會順利代
禱。
4、鄭信弘教師媽媽鄭陳玉霞大腸出血，目前在加
護病房治療中，求主醫治並賜醫療團隊有智
慧能精準診斷，及早恢復身體健康。

～報告事項～
1、傅陳秀珍姊妹追思禮拜 3/19(六)上午
10點於救恩堂舉行追思禮拜，欲參加詩班者，
請本主日後集合練習。
2、 猶子抵家 下主日3/20(日)下午1-3點教會邀請
選民事工詹奉霖傳道來分享猶太人宣教的見
證，鼓勵弟兄姐妹踴躍參與，更多了解神的作
為。
3、 復活節詩班獻詩 4/17(日)為復活節主日，欲
參加當天詩班獻詩者，請於3/20(日)主日後練
習。
4、 清明節北投復活山追思禮拜 4/2(六)欲搭車肢
體請至公佈欄登記，3/27登記截止。
5、 救恩社會服務協會召募正式會員 凡設籍台北
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宜蘭縣贊同
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具有中
華民國國民身分者，提具入會申請者，經理事
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200元後，可為正式會
員，意者洽行政辦公室填寫申請書。

伍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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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人數
正堂
127人/122人
B1/會議室
7人/6人

教會禱告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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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13:00~14:30/協談室
國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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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13 ( 日 ) 2022 . 3 . 20 ( 日 )
朱德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一團
敬拜二團
温永生 牧師
傅世瑩 教師
黃俊元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顏士閔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馮薪庭 姊妹
林姿涼 張睿穎
鄧如山 林瑞瑩
林祈安 朱宜珩
朱宜珩 陳可芸
張惠琹 姊妹
龍乃詒 弟兄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2. 28 (一）～2022. 3. 6 (日)
自由奉獻 --1,520元 收入
206,570元
主日奉獻 10筆 14,600元 支出
405,583元
十一奉獻 37筆 178,573元 主日代轉:
＄2,000元
感恩奉獻 8筆 16,800元 A弟兄
B姊妹
＄1,000元
特別奉獻 1筆
1,000元
＄1,000元
建堂奉獻 4筆
3,100元 C姊妹
宣教奉獻 9筆
7,700元
慈惠奉獻 2筆 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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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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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主日程序

一、宣召……………………陳貞蓉教師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陳貞蓉教師
經文：林前三10-15

四、證道……………………温永生牧師
齊來建造教會
五、奉獻……………………陳貞蓉教師
六、報告……………………陳貞蓉教師
七、祝福……………………温永生牧師

貳 敬拜詩歌
【歌頌復活主】
復活的主是主耶穌
挪開咒詛挪開羞辱
復活的主是主耶穌
同來歡呼同來慶祝

世上沒有祂的墳墓
祂已完成偉大救贖
世上沒有祂的墳墓
祂已完成偉大救贖

世上有那一位神 為世人而生
世上有那一位神 為世人而死
世上有那一位神 為世人復活
世上有那一位救主 今天仍活著

【耶和華坐著為王】
耶和華坐著為王 洪水氾濫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耶和華坐著為王 狂風巨浪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 你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你 主耶和華 唯有你 你的名被尊崇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 你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你 主耶和華 你的榮耀充滿在天地之上
耶和華必賜力量 耶和華必賜平安
我從深處求告你 你聆聽
耶和華必賜力量 耶和華必賜平安
因你豐盛的救恩我仰望你

【永遠尊貴】
耶穌 真神羔羊 配得所有極大讚美
天上地下 萬口宣揚 你是彌賽亞
我尊崇你 我尊崇你 尊崇你名超乎萬名
你的國度在天地之上 何等聖潔 永遠掌權
我尊崇你 我尊崇你 尊崇你名超乎萬名
你的榮耀充滿全地 何等榮美 永遠尊貴

你願我賜你什麼?
⊙鄭信弘教師
經文：列王記上三4~28
上帝問所羅門王：『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
求。』這是非常特別的問句，若我們也如此被上帝
問，是否會喜出忘外?這是會令人開心的經文吧!這好
比上帝給一張空白支票，上面金額，可任意由自己填
寫，不知你會寫什麼?家財萬貫、長命百歲、事業有
成等等。而此刻所羅門王並没有如一般人所想，而是
求智慧。智慧是指明白真理且有「判斷是非」的能
力，這和創世記第三章蛇告訴夏娃，當你吃了分別善
惡樹的果子，眼睛就開了，可以和上帝一樣能分辨別
善惡的能力是一樣的，只是差別前者是神所賜的，後
者是自己想要。
「智慧」不單指一個人有聰明，智商高，它同時
結合對真理的認知，以及應用真理時所需的判斷力。
因此所羅門向上帝求智慧，顯明他是位有智慧的人，
聖經中的傳道書，箴言、雅歌書都出自他的手筆。
聖經中的智慧，可以分為二種，分別是出於人，
與出於上帝。在哥林多前書二章:我說的話、講的
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
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
能。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
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
人的智慧。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上帝奧祕的
智慧，就是上帝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經文說人對上帝的信，是神所賜而非從人的智慧
來，因人的智慧同時會摻雜著人的敗壞，若一個人，
只有屬人的智慧，而没有屬神的智慧，那麼就很難避
免因人性上的罪惡，進行智慧型的欺騙或盜竊的惡
行，例如駭客攻擊美國輸油系統
此外這二種智慧，除了在本質上的不同，內容也
有極大的差異。就如經上所記： 我要滅絕智慧人的
智慧， 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智慧人在哪裏？文士在
哪裏？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裏？上帝豈不是叫這世上的
智慧變成愚拙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上
帝，上帝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
人；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林前一18~21)
保羅說，上帝在得救的事情上，要用世人當作愚
拙的道理，拯救相信祂的人，以此滅絶智慧人的智
慧，讓自以為有智慧的人蒙羞，因此上帝揀選世上愚
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我們初次接觸基督信仰時，
就很難理解，好比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
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等…。從
耶穌的教導，可看出人的智慧與上帝的智慧的差別。
以下分二個部份來看:
一、謙卑承認缺乏智慧(7~9)
不可否認，當所羅門王向上帝求智慧前，已很有
智慧，他秉持父親遺命，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他
代替大衛，報答巴西萊的救助之恩；同時等待時機，
把欲謀篡位的哥哥亞多尼雅殺死，革除祭司亞比亞他

的職位，並且殺死作惡多端的將軍約押，咒罵大衛的
示每，按著他們的罪行，使之罪有應得。所羅門除了
彰顯慈愛，也施行公義，以最低的代價穩固政局，可
見他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對人事的處理，顯明是有
智慧的人。何況他現在貴為一國之君，只要一聲令
下，就可定奪，即便遭遇懸案，只要他願意裁決，
都可以解決。可知他並非是濫用權力的人，何況他
身旁有許多將相之才扶佐治理，為何仍求智慧呢?
想必所羅門自幼看到父親和臣僕、親人間，為
爭奪王權，彼此爾虞我詐，故想到唯有從上帝而來
的智慧，才能解決治理國家的難題。可見即便是位
高權重，若真以為自己可以掌控全局，那麼可能會
陷入權力傲慢之中。西方有一句名言：『權力使人
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絶對地腐敗』，權勢就像
一把利刀，可做出美味料理，也可奪人性命。
所羅門不認為自己是王，也不因自己有聰明，
就不尋求神，他仍謙卑向上帝求智慧，表明自己需
要有從神的智慧與幫助。有時從“求”什麼，可顯
明人內在的本質。從所羅門的求，可看到他愛百姓
的心，他不求滿足自己的私慾，而是求智慧，以傾
聽人民的聲音，以公平裁決，斷定是非。唯有公義
彰顯，國家社會才會和諧。因此所羅門真是位有智
慧的王，知道要向神求智慧。
二．上帝喜悅的回應(10~14)
上帝對所羅門的祈求感到喜悅，為什麼?其因為
何?此刻上帝覺得羅門和尋常人不一樣，不是求壽，
求財，求滅絶仇敵的性命，而是求智慧，且此智慧
不是用個人身上，也不是為自己的好處，而是為了
上帝的百姓，正因這種態度，蒙了上帝所喜悅的，
是為上帝所在乎，祂的子民的益處，而非自己的益
處來求。結果上帝再加碼，連所羅門所没有求的，
也就是富足、尊榮都要給他，並且告訴他，若以父
親大衛為榜樣，遵行神的道，謹守上帝的律例、誡
命，那麼還要賜給他長壽。這裏我們看到上帝是一
位慷慨的神，當我們不為自己求，而為上帝的旨意
求時，反而蒙受大福氣，可見上帝豐富有餘的神。
14節提到效法大衛的榜樣，遵行神的道，謹守
神的誡命等，聖經說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因大衛
對上帝相當敬畏。我們知道他有二次的機會，没有
殺死他的仇敵掃羅，主要原因，是他不敢殺害神揀
選的君王，只求神為他伸冤，同時他對自己的罪，
也非常地敏銳，當先知拿單使用一個故事隱喻指出
大衛犯的淫亂罪時，他為自己的罪，憂傷悔改，並
寫成詩篇51篇，可見合神心意，不單單指對上帝的
敬虔，同時也包括願意對罪悔改，轉離惡行，並向
公義憐憫的神求赦免，「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
孽，誰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
敬畏你。」(詩篇130:3-4)。大衛有一顆真實悔改的
心，這是合神心意，希望我不要害怕面對自己內心
所犯的罪惡，只要切實悔罪，相信神必赦罪。
接著記載了一則家喻戶曉的千古懸案，有一名
妓女懷中抱著剛死去嬰兒前來告狀，求王主持公
道，她和同住的婦人，先後生了孩子，結果婦人在

睡覺時，不小心將孩子壓死，接著趁他熟睡時，換
走她的親生骨肉，要餵奶時卻發現孩子一命嗚呼，
再仔細看才認清這不是她的寶寶。另一妓女卻反駁
說，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二個人都認為
死的孩子是別人的，活的才是自己的。
在此悲劇中，要有一個公正的判決，並不容
易，因當時不如現在可用DNA檢查，加上生父不
詳，案情可謂複雜。但所羅門王，没有因為當事人
是妓女就輕看，甚至拒絕審判，也没有因自己是
王，就隨便下判決，他叫人拿刀來，把活孩子劈成
兩半，一半給這婦人，一半給那婦人。
我們會覺怎麼會這樣判案?好像我們無法擺
平，結果把孩子切成二半，各分1/2，但在26節提
到，活孩子的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心裏急痛，就求王
把活孩子給那婦人，不要殺孩子。即活孩子的母
親，寧願割捨，也不願傷害孩子；相反，狠母卻認
為我得不到的，妳也別想得到。
所羅門能看穿隱藏在人深處複雜的心，縱使無
法憑言語和外貎判斷，但因他有智慧，以致能辨明
人心中的意念，最後將孩子判給願意割捨的母親。
真正的愛，就如林前13章所寫的，不求自己的益
處，活孩子的母親即便捨不得與自己的孩子分離，
仍願在第一時間決定放手，從孩子的角度出發來面
對自己的取捨，因著真實的割捨，反而得著孩子。
蔡蘇娟又稱為暗室之后、她的生平與信仰經歷
富於傳奇性。她出生在南京一個富貴之家，雖然家
境優裕，卻是一個鬱鬱寡歡的女孩，甚至一度想出
家做尼姑。1906年，因她對英文有興趣，使她進入
長老會在南京辦的女校讀書,之後參加了佈道會，
神的道深深地打動了她的心，於是她歸信了基督。
得知她成為基督徒後，她的家人大爲惱怒，無情地
取笑並反對她，但她仍專心讀經和禱告，心中滿有
平安與喜樂，且繼續不斷地為家人信主祈求，以基
督的愛與信感化他們，她的努力終得回報，蔡家後
來竟有55位人都信了基督。蔡蘇娟的母親原來有鴉
片煙癮，信主後得到醫治。
1931年，蔡蘇娟身染重疾，從此臥牀不起。她
的眼睛對光綫極度敏感，必須要待在幽暗的房間
裏。戰後的三十幾年裏，蔡蘇娟住在一間密不透光
的暗室裏，接見了成仟上萬的來訪人士，並以生命
為他們作見證，全球各地教會不知有多少人因她的
經歷與見證，生命徹底的改變。有一次，唐崇榮牧
師去看她。她對牧師說：“請你為我禱告，如果我
有一天不能榮耀神，求神將我帶回天家。”她的生
命是活著的每一天只為主活，活著要榮耀神。只有
這樣的存在才有價值和意義。願我們也能向神求，
使用祂的器皿，也就是神的兒女，榮耀祂的名。
題目思考:
1.若我們也如同所羅門一樣，在夢中遇見上帝，你會
求什麼?為什麼求這個?
2.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在來源和本質上有什麼不同?除
了文章所描述，你還有其他補充嗎?
3.你曾用過神的智慧處理過日常生活的事嗎?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