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俄烏戰爭持續一個月，為當地生活受嚴
重影響的人民禱告，求主醫治每個身心受傷
的家庭。也為受戰爭影響的各國禱告，特別
在天然氣、石油的供應上找到出路。

台灣:最近台灣地震頻發，求主顧念台灣，使
受影響地區的修復順利，百姓免受驚嚇和災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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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清明節前後，肢體掃墓出入平安，也
能用追思三禮取代傳統祭祀，讓家人能認識
救主耶穌。

～報告事項～
1、 救恩社會服務協會理監事會議 本主日後留步正
堂集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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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登記截止。
3、 清明掃墓連續假期 4/4-4/5教會休息不開放，
4/3(日)主日正常舉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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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4/3(日)下午2:00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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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日)主日後練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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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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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11人

教會禱告會/ 4月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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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 日 ) 2022 . 4 . 3 ( 日 )
陳貞蓉 教師
潘振宇 弟兄
潘振宇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敬拜三團
敬拜四團
陳毓華 老師
蔡麗貞 老師
鄭惠蓁 姊妹
朱德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李佾靜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鄧如山 林瑞瑩
董仁章 姜俊良
潘怡靜 陳可芸
吳秀梅 陳慧貞
龍乃詒 弟兄
陳吉甲 弟兄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3. 14 (一）～2022. 3. 20 (日)
自由奉獻 --2,000元 收入
100,750元
主日奉獻 4筆
5,300元 支出
77,960元
十一奉獻 7筆 51,5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2筆
7,000元 客家神學院＄2,000元
特別奉獻 1筆
5,000元
建堂奉獻 1筆
1,000元
宣教奉獻 5筆 16,950元
慈惠奉獻 2筆 12,000元
鮮花奉獻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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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程序

一、宣召……………………潘振宇弟兄
二、敬拜………………………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潘振宇弟兄
經文：太25：14～30；路19：11～27

四、證道……………………陳毓華老師
上帝交待人要好好投資賺取
五、奉獻……………………潘振宇弟兄
六、報告……………………潘振宇弟兄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眾城門抬起頭】
眾城門你要抬起頭 永久的門戶 你們要被舉起
那榮耀君王就是耶和華 齊來歡呼讚美祂
向聖所舉手稱頌 地和其中所充滿都屬於祂
那榮耀君王就是耶和華 齊來歡呼讚美祂
我們在這裡 歡迎你降臨
萬軍耶和華 配得一切尊榮
我們在這裡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主啊 你百姓真歡迎你

【戰勝巨人的恩膏】
面對生命的困境 心中充滿旁惶與恐懼
重重難關圍繞著我 好像巨人在我面前
我要堅定地相信 神的應許已為我預備
只要禱告不要懼怕 舉目仰望得勝的神
那戰勝巨人的恩膏 已經從天上降下來
要抓住神應許勇敢面對 因神與我同在
那戰勝巨人的恩膏 已經在前為我開路
我要剛強壯膽 憑信心向前行

【新的異象 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聖靈我全心承認你】
聖靈我全心承認祢 全心歡迎祢
現在求你來充滿我
請祢來再次充滿我 渴慕的心靈
現在求祢來充滿我
聖靈我全心倚靠祢 全心跟隨祢
現在求祢來充滿我
請祢來再次醫治我 受傷的心靈
現在求祢來充滿我

叁 本週話語教材
神的捷徑                         ⊙傅世瑩教師
經文：出埃及記13:17-22
我們經常會把人生比喻為旅途，所以人生中最重
要的事就是選擇當走的路。根據我們所選擇的路，可
以決定人生的成功或失敗。大部分的人都想走既方便
又快速的路，抄近路走捷徑。但是，捷徑不一定都是
好的。有時候反而會讓我們走進死胡同，越走路越
窄，越走越回不了頭。箴言14：12這樣說：『有一條
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很多時候我們自
己認為是正確的路，其實是走錯了。
我們走的人生道路都是初行之路，沒有一個人是
經過事先檢驗才往前走的。所以沒有人敢大膽說：
『對了，就是這條路！』只有上帝能夠預先曉得我們
前面的人生路，祂為我們預備的才是最好的路。
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後整裝向迦南地出發
時，上帝定下他們前進的路。然而讓人不理解的是，
以常識來判斷，走直線是捷徑，但是上帝沒有這樣安
排，反而莫名其妙地帶領他們走另外的路。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
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
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上帝從來不誤事！我們認為不妥當的，並不是上帝自
己搞錯了，一切祂都看見，一切出於我們愚拙，想法
不對。上帝所看的領域不同於我們，祂所帶領的路是
美善的，是『最妥善的路』。上帝所帶領的路是哪種
道路？那條路到底是如何美善呢？
非利士地是地中海沿岸，當時的非利士人沿著地
中海沿岸居住，建立許多的城市，『迦薩』是其中之
一。這城市位於以色列人起行的歌珊地蘭塞的東北
方。以人的常識來判斷，選擇走這條又直又平坦的路
最合適。可是上帝卻不允許，祂所指引的路正好恰恰
相反。v.18：「所以上帝領百姓繞道而行，走紅海曠
野的路」這條路線的東南方是西乃曠野，是要穿越整
個沙漠，正前方是紅海，是繞大圈子走冤枉路。上帝
到底有沒有弄錯？難道上帝的興趣是拿人開玩笑嗎？
不是的！因為上帝的意念不同於人的意念。人看那條
路遙遠坎坷、危機四伏，但上帝看那條路卻是妥善之
路。到底上帝所帶領的紅海曠野之路是怎樣的路呢？
為什麼要說那條路是妥善的呢？
一、安全的路：路途中有適當的苦難
這條紅海曠野之路，乍聽之下是條充滿苦難和試
煉的路。但事實上，那是一條安全的路，只不過路途
中會遇到一些挫折。v.17告訴我們上帝不領人走非利
士人道路的理由：「因為上帝說，恐怕百姓遇見打仗
後悔，就回埃及去。」，非利士人是好戰的民族，軍
力強大，他們看見以色列人經過的時候，一定會想盡
辦法發動戰爭。而以色列當時剛從埃及匆忙離開，如
果突然打仗，怎能擺陣？沒有軍隊、也沒有壯丁，大
部分都是老弱婦孺，怎能打仗？
因為上帝知道以色列人的軟弱和實際狀況，所以

帶領他們走另外的路。雖路途遙遠，要經過沙漠，雖
然耗時，讓人疲憊，但卻是安全的。這就是上帝的智
慧。「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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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人生裡有些試探是上帝所允許
的，凡上帝所允許的試探都是我們能夠承受的，所以
是『適當的試探』。例:高速公路的設計。
所以說，要為自己的苦難來感謝，絕對不要抱
怨！因為苦難會使我們儆醒，幫助我們倚靠上帝、向
祂禱告，讓我們能走在上帝更安全的道路裡。適當的
苦難是上帝為我們的生命預備的祝福。人很奇怪，苦
難多了成問題，苦難少了也成問題。自殺的人可以分
為兩類，一類是承受不住過多的苦難和煩惱太多，被
逼得自殺。另一類則是沒有苦難，生活太單調，感到
寂寞空虛而自殺。所以說，人生裡有適當的苦難反而
對我們好。每個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苦難，上帝所允
許的苦難，是要我們學習凡事謝恩，無論道路如何，
上帝必帶領，必加倍祝福我們。
二、正確的路：通往迦南地
上帝所帶領的紅海曠野之路是「正確的路」，因
為迦南地是那條路線的目的地。「正確的路」才是最
好的路，捷徑不一定是正確的路。不論再方便或有
利，不是正當的路就不要走。例：塞車時走路肩。如
果當初以色列人走非利士地的道路，會發生什麼事？
也許會起戰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重新回到埃及；當
時非利士人拜偶像風氣興盛，如果路過看見非利士人
拜偶像，說不定又會禁不起偶像的誘惑，不想走了。
所以，非利士地的道路，雖然距離迦南地最近最方
便，但它不是正確的路，走不到迦南地，走上這條路
只會不途而廢。
耶穌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
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
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7：13～
14）跟從耶穌的路雖然坎坷，但目的地是我們嚮往
的，也就是走向天國的永生之路。這條路雖狹窄，途
中許多艱難和困苦，但仍要繼續走下去。在我們的信
仰生活裡會有逼迫，會有傷心事，會被人冷落；但我
們走的這條信仰之路是正確的道路，可以使我們永遠
與上帝同在，要踏踏實實地努力走下去。v.19，以色
列人在出埃及時，摩西把約瑟的骸骨一起帶出來，因
為約瑟臨終前留下遺言（創50：24～25）。約瑟的骸
骨是為了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的信實，一定會進入自由
的迦南地。不要看世界，盤算著其他的捷徑，要專一
信靠上帝的應許，默默跟隨上帝的指引。
世上有許多享樂安逸、時尚的事物隨時誘惑著我
們。我們要儆醒，只要不是從上帝來的，就是從世界
來的，走世界的道路也許更容易得到滿足，卻不是正
確的路，我們走天國的道路，為主的名走公義的路。
天路的旅程崎嶇艱難寸步難行，但這條路是正路！
三、蒙福的道路：與上帝同行
紅海曠野之路看起來遙遠有危險，在曠野大風
一吹，什麼痕跡都看不見了，方位也辨別不清。白

天炎熱，晚上酷寒，有時還有野獸出沒。但是，只
要有上帝同行，一切的危險和困難都解決了。所
以，這是條蒙福的勝利之路。
v.21～22雲柱和火柱是看不見的上帝與他們同
在的記號。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每時每刻上帝都
眷顧引領，因有上帝同行，不曾迷路。其間因為他
們發怨言、爭鬧、不順服而發生種種問題。當他們
順服的時候，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今天上帝對我們也是一樣，雖然沒有雲柱火
柱，但是祂以更好的方法與我們同行，那就是祂的
話語和聖靈的引導。「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
路上的光。」(詩119：105)默想上帝的話，上帝必
指引我們當行的人生路。「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
的，都是上帝的兒子。」(羅8：14)告訴我們，一旦
相信耶穌成為上帝的兒女，聖靈必內住在我們的裡
面，祂會掌管我們的心思意念，與我們同工。每當
默想上帝的話語、向主禱告的時候，就會有從聖靈
來的確信和意念，那是聖靈對你說話。我們往往被
世俗的情慾迷惑，經常聽不見聖靈的聲音，如果我
們正確地聆聽聖靈的聲音並且順服的話，必能過得
勝的生活。例：高速公路上的標線和車尾燈。同樣
的，我們的人生路因為有上帝的話語和聖靈明確的
引導，是穩妥而有方向的。
當上帝與我們同行，不但讓我們找到正確的人
生道路，還可以突破路上的一切障礙。以色列人跟
隨上帝的帶領，被紅海擋住去路。這些沒有信心
的百姓向摩西發怨言，又爭吵抗議說，難道埃及沒
有埋我們的墳地，要把我們領出來嗎？摩西對他們
說：『安靜，不要吵鬧！看耶和華神要為我們行大
事！』然後把杖向海裡一伸，上帝就行了大神蹟。
有大風吹過，海水分開兩旁，像牆一樣豎立起來，
中間露出乾地，以色列人都從中間過去。
人生的道路遙遠坎坷又有很多無奈，但是不要
憂慮，要相信神的良善，只要有上帝同在，祂必保
守賜福與你。「雅各啊，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
阿，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
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逿過江河，水必
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
在你身上。」(賽43：1～2)
弟兄姊妹，遭受了各樣的患難，也許讓人氣餒
和恐懼，像是沒了希望。但結局是愛我們的上帝在
一切的事上，讓我們得勝有餘，從苦難裡學習積極
得勝。所以，我們不要再尋找世界的道路了，我們
要走不同於世界的路，世人看這條路愚拙，只要專
一信靠主，深信上帝必保守，一路安慰引領我們，
直到天家。
題目思考:
1.在你人生的道路上，是否曾經嘗試過什麼捷徑?結果
如何?透過今天的信息，帶給你什麼提醒或收穫？
2.你是否曾因順服神而走上「神的捷徑」？請分享這
個過程。
3.今天的信息有什麼心得或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