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英國學生申請上大學遭遇疫情影響，求
主保守每個學生的心，能在神的平安裡尋求
未來。另為最近穆斯林齋戒月及猶太教逾越
節期禱告，求主親自帶領這些未得之民認識
真神。

台灣:台灣疫情數字仍在攀升，求主看顧疫苗
施打率較低的長者及兒童，並幫助各縣市做
好防疫決策。面對停課壓力，求主保守每個
學生學習的動力，並賜智慧給教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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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掌權引導三芝開拓工作，柔軟當地人心，
幫助同工與當地人建立良好關係，並賜下好
機會和各樣所需資源。
3、現在正值疫情嚴峻時刻，求主賜下信心與保
護，使我們能靠主則強，挪去憂慮，也作好
防護措施，避免出入人多場所，彼此守望代
禱告，共渡難關。

4、 本主日邱珮如姊妹轉會禮，願主堅固信心，
一生為主所用，榮耀主名;賴陞昌弟兄目前
病危，求主憐憫醫治病痛，脫離險境。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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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人
5人/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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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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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新朋友 蒞臨本堂，會後請到台前留

招待

影。一次歡迎，永遠歡迎。
2、 看電影看世界 本主日13:00-15:15將播放「計
程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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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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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5/1(日)下午2:00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5、 奉獻收據 2021年度奉獻收據已開立，請在洽辦
公室領取。
6、目前主日崇拜為實體與線上同步，但因疫情日
漸嚴峻，參與實體會肢體請落實實聯制，進出
教請量體溫及酒精消毒，保持社交距離;若有
發燒、呼吸道症狀，身體不適或心中焦慮者，
鼓勵線上崇拜並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仍請
小組長電話關心，願以馬內利的主,與我們同
在!

鮮花

2022 . 4 . 24 ( 日 ) 2022 . 5 . 1 ( 日 )
朱德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三團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周學信 老師
鄭惠蓁 姊妹
劉世煌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李佾靜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陳渫聰 李傳婕
謝福餘 陳乙瑄
梁柏榮 顏士閩
姜俊良 潘怡靜
陳麗書
---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4. 11(一）～2022. 4. 17 (日)
自由奉獻 --3,150元 收入
77,650元
主日奉獻 3筆
1,800元 支出
0元
十一奉獻 14筆 57,5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4筆
4,500元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1筆
1,000元
宣教奉獻 2筆
700元
慈惠奉獻 2筆
7,000元
鮮花奉獻 1筆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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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朱德弘執事
二、敬拜………………………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朱德弘執事
經文：列王記上八章3～11；22～53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合神心意的殿
五、轉會……………………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朱德弘執事
七、報告……………………朱德弘執事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敞開心不停讚美】
我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我的神 我要唱詩讚美祢
祢的慈愛高及諸天 祢的信實上達穹蒼
祢的救恩 將我安置在高處
我向祢敞開心 毫無保留 照我本相來到祢面前
迴轉成為小孩樣式 呼喊 阿爸父 我愛祢
我向祢敞開心 毫無保留 將榮耀頌讚都歸給祢
在祢面前歡喜快樂 不停讚美

【主我全然相信】
當我無法看見祢的道路
當我無法明白祢完全旨意
我心仍然堅守祢的應許
因我的盼望 單單在於祢
主我全然相信 主我全然相信
主我全然相信 我心全然相信

【俯伏】
俯伏 在袮面前 俯伏 袮是我的主
敬拜 得見袮榮面 獻上我的一切
俯伏 放下主權 俯伏 傾倒我的愛
敬拜 與袮面對面 袮愛充滿同在
我的心 專注於袮
專注於袮 我的主
我一生 單單敬拜
單單敬拜 我的主
賞賜在於袮 收取在於袮
我心堅定 勇敢向前行
賞賜在於袮 收取在於袮
我心堅定 勇敢向前行

叁 本週話語教材
逆轉勝                            ⊙陳貞蓉教師
經文：林前十五章1-6;12-22;35-57節
復活節是紀念耶穌從死裡復活的日子，前兩天就
是受難日，是主耶穌為我們眾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
日子，死亡是歷世歷代所有人都逃不過的主題，人生
最可怕的事就是死亡，死亡意味著隔絕，與自己隔
絕，與人隔絕，與世界隔絕，甚至是與上帝隔絕，在
這裡我請問大家一個問題：人為什麼會死？
一、人為什麼會死
可能有人覺得這個問題很愚蠢，人從出生開始就
是朝著死亡前進，有生就有死，這是大自然的定律，
這個觀念聽起來有道理，但卻不是真理，當一個人還
沒有遇見復活的耶穌時，這個定律就伴隨著他，他活
在充滿罪惡敗壞的世界裡，未來也隨著這個世界的定
律進入死亡，然而神把聖經賜給我們，讓我們可以用
更高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在聖經一開始創世記裡，很
明白的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起源，當這個宇宙世界被
創造的起頭，人起初被創造的時候，死亡並不存在於
世界，也就是說，我們剛才所說的人從出生開始就是
朝著死亡前進並不是這個宇宙被創造時的設計。
如果如聖經所說，那這個世界為什麼會變成後來
這樣？死亡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入這個世界？在聖經羅
馬書五章12節那裡告訴我們「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
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
人都犯了罪。」聖經讓我們看到，因著亞當夏娃犯
罪，而開始有了死亡，死亡是一個結果，是人犯罪之
後的結果，這個意思就是，要處理死亡這個問題，回
到根本就是要處理罪的問題，很多人最討厭基督教總
是在談罪，總是在說別人是罪人，在這裡我們要對罪
做一個定義，什麼是聖經裡說的罪，聖經裡的罪的定
義和我們所想的有挺大的落差，很多人心裡所認為的
罪，是指犯了法律上禁止的行為，比方殺人放火，偷
竊搶劫等等，但聖經所說的罪，原文的意思是沒有射
中靶心，意思就是只要不完美，沒有十全十美就是
罪，如果按照這個定義，那在座有人敢說自己不是罪
人嗎？在聖經裡罪人的意思就是不完美的人，我們沒
有人是完美的人，所以我們在完美的神面前，都是有
罪的人，我們剛才聽到福餘哥的見證分享，他生命中
的轉捩點，就是在那次在新城教會二樓敬拜的時候，
聖靈光照他讓他看到自己的不完美，看到自己的罪，
當他真誠來到上帝面前認罪悔改的時候，生命的改變
突破就開始發生。
聖經清楚說，人會死的原因是因為罪，可是問題
就在於，這個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這個罪的權勢之下，
在死亡的權勢之下，只要是活在這個權勢之下的人，
就無法互相拯救，兩個溺水的人無法互相拯救，兩個
同時陷在流沙裡的人也無法拯救對方，除非有一個人
他是在岸上，他沒有陷在流沙中，他才有能力拯救別
人，所以今天我們讀的這段經文很重要，耶穌基督從
死裡復活是我們基督信仰裡最核心的一部份，因為如
果我們的信仰沒有這一塊，那所有的部份都是虛幻的

，我們所持守、所盼望的，到最後也是一場空。
二、主耶穌復活勝過死亡和罪惡權勢
保羅在這裡特別把主耶穌復活的這個事實再次的
做了澄清，主耶穌在受難日當天被釘上十字架，確實
的死在眾人面前，後來也被放進墳墓裡埋葬了，墓穴
的入口被大石頭封住，並且大祭司他們因為害怕耶穌
復活的預言，所以請當時的巡撫彼拉多派重兵看守墓
穴，連一隻蚊子都飛不進去，可是令人驚奇的事發生
了，第三天幾個姐妹帶著香膏要去膏耶穌屍體的時
候，馬太福音描述突然發生地震，有天使從天而降把
封住墓穴的石頭挪開，他們進去發現耶穌的屍體不見
了，天使告訴那些婦女耶穌已經復活，墓穴已空。
之後復活的耶穌便顯現在彼得的面前，後來有
五百多個弟兄姐妹都親眼見證了復活的耶穌，裡頭
包含了一個多疑的門徒多馬，他親自摸到耶穌的釘
痕，和他被槍刺的肋旁。之後耶穌把大使命頒佈給
門徒，並且應許賜下聖靈永遠與祂的門徒同在之
後，就升上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邊。在保羅寫信給
哥林多教會的時候，大多數的見證人也都還在，但
已經有人在散佈死人不會復活的理論。所以保羅感
到很不可思議，保羅激動的說，如果基督沒有從死
裡復活，那我們的信就是枉然，我們仍在罪裡，就
是那些信了耶穌之後過世的人也都要滅亡了，如果
我們的基督信仰只在今生有指望，那我們就實在比
眾人更可憐。
他說的話是真的，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
信的仍然只是一個伏在死亡權勢下已故的偉人，偉
大的老師，但我們仍然是在罪和死亡的權勢下面，
這個信仰所帶來的一切價值觀，可能就只有勸人向
善的功能，就是許多的道德規範或是戒律，但守住
了這一切結果也是滅亡，生命如果沒有永恆，那今
生真的就是能多享樂就多享樂，能多自私就多自
私，因為這世上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只要我喜
歡，有什麼不可以。那些為了信仰而恪守律法誡命
的人，就像保羅在這裡說的，他們花那麼多力氣去
持守這些，沒有享受到，最後到頭來發現是一場
空，不是比眾人更可憐嗎？其他一些人至少還有享
受到今生，還有曇花一現的快樂激情。
但重點就是，耶穌復活是真實的，所以耶穌戰
勝了死亡和罪惡的權勢也是真實的，我們所信的不
是一個虛幻的信仰，而是真真實實有根有基的信
仰，兩千年前的空墳墓，當時有許多人親眼見證了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他們寧可付上自己生命的代
價，也無法否認耶穌復活的真實，歷世歷代的基督
徒，也都是主耶穌復活的見證人，因為我們都領受
了聖靈，一個真實的基督徒有個記號，就是有戰勝
罪惡的能力，他會看見承認自己是一個軟弱的罪
人，但倚靠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就有能力能夠戰勝
這個世界的罪惡，和我們裡頭那從亞當繼承下來的
罪性，活出逆轉勝的人生。
三、倚靠復活的耶穌活出逆轉勝的人生
在基督信仰裡，成功和得勝的定義也和這個世

界的定義很不一樣，世界對成功得勝的定義離不開
財富和名利，但事實上人生最重要的其實不是財
富，也不是名利，而是關係，與自己、與人甚至是
與神能建立親密和好的關係，幸福是什麼，就是和
你愛的人有美好的連結，就算一個人富可敵國，功
成名就，但如果與自己、與別人甚至與神沒有好的
關係，他還是會感覺人生很空虛，生活沒有樂趣。
重點是有沒有相愛的關係；當我們活在罪惡和死亡
的權勢下時，我們與人、與上帝，甚至與自己的關
係都是破裂的，死亡就是代表這一切關係的阻斷和
隔絕，聖經說當初上帝吩咐亞當說，當他們吃那不
可吃的果子的那日他們必定死，事實上當初亞當和
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那一刻，他們的靈已經死
亡，他們和自己、和別人甚至和神的關係已經隔絕
了，所以他們首先看到自己赤身露體，會感到羞
恥，再來亞當和夏娃的關係從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變成了骨刺和肉瘤，他們和上帝的關係也破裂了，
以致於他們看到上帝要躲藏，之後當然我們看到他
們的肉體也開始漸漸衰殘，邁向死亡。例：手機離
開電源。
而在我們今天所讀的這段經文裡提到的復活，
保羅也非常具體的回應我們，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身
體是會朽壞的，而將來當主耶穌再來，我們復活
的時候，神會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身體，是不會衰殘
老去的身體，在十五章51-54節這裡有一個詞「應
驗」，這很重要，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裡的話是真
的，因為它會應驗，整本《聖經》共有1800多個預
言。去掉重複的，大概有737個獨立事件的預言。
裡面有590個重大事件的預言中，有570個已經應驗
或實現了，尚有20個未應驗。而其中最大的沒有應
驗的是基督再來。這個應驗的比例是百分之96，這
麼高的應驗率，讓我們可以相信那剩下還沒應驗
的百分之4會應驗，這就包含這裡所說的主耶穌再
來，最後的審那以及復活，死會被得勝吞滅，我們
的人生不是悲情的走向世界的終點，走向滅亡灰飛
煙滅，而是可以逆轉勝，得到新生且永恆的生命和
不朽的身體，未來與主耶穌一同作王，管理神要給
我們的新天新地。
神就是光，祂要引導我們不再黑暗中，讓我們
的人生活得有方向，有指引，神就是愛，祂要充滿
我們空虛的心，讓我們的心被滿滿的愛包圍，滿足
我們內心最深處那個被接納、被看重的需求，不論
你的人生現在的光景為何，邀請你來到主耶穌的面
前，倚靠祂，祂會幫助你，讓你的人生逆轉勝。
題目思考:
1.你對死亡和復活有什麼看法?透過今天的信息帶給你
什麼提醒或收穫？
2.你人生中是否有倚靠主耶穌經歷過逆轉勝?請和大家
分享。
3.你現在是否正在什麼大的困難裡需要主耶穌的幫助?
請和大家分享請大家為你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