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上海因疫情封城一個月，生活物資及醫
療資源缺乏，求主安慰人民，並賜智慧給決
策的政府。另為奈及利亞爆炸事故禱告，求
主施恩改變當地貧困、失業、司法等問題。

台灣:求主保守統測考生滿有平靜安穩的心，
在考試中有最好的發揮，且能經歷不為未來
憂慮的平安。也為嚴峻的疫情禱告，求主保
護台灣人民，並祝福各大行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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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陞昌弟兄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屬憂傷不
捨的心，並為後續追思會的籌備禱告。

～報告事項～
1、 歡迎新朋友 蒞臨本堂，會後請到台前留

影。一次歡迎，永遠歡迎。
2、 長執會議 5/8(日)主日後副堂集合，請同工預
留時間出席。
3、 奉獻收據 2021年度奉獻收據已開立，請在洽辦
公室領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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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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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人
2人/2人

教會禱告會/ 5月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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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鮮花

2022 . 5 . 1 ( 日 )
林慶豐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四團
周學信 老師
朱德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謝福餘 陳乙瑄
姜俊良 潘怡靜
蔡芳齡、曾金茂

2022 . 5 . 8 ( 日 )
陳貞蓉 教師
潘振宇 弟兄
敬拜一團
陳志宏 牧師
黃俊元 執事
顏士閔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謝福餘 陳乙瑄
姜俊良 林祈安
張書琴

聖餐：董仁章，朱德弘，潘振宇，陳麗書，郭瑞玲，羅秀宜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4. 18 (一）～2022. 4. 24 (日)
自由奉獻 --1,101元 收入
108,031元
主日奉獻 2筆
2,000元 支出
25,628元
十一奉獻 9筆 85,43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2筆 14,000元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2筆
4,000元
宣教奉獻 1筆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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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白）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陳貞蓉教師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陳貞蓉教師
經文：以賽亞書 40: 30-31

四、證道……………………周學信老師
履行應許的神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陳貞蓉教師
七、報告……………………陳貞蓉教師
八、祝福……………………周學信老師

貳 敬拜詩歌
【滿有能力】
我的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祢裡面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裡 有主在我裡面活著
我宣告在我裡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屬這世界 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裡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
有耶穌在我裡面活著 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能戰勝仇敵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還得勝有餘

【何等恩典】
以真誠的心 降服在祢面前 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 領受生命活水 從祢而來的溫柔謙卑
何等恩典 祢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祢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 祢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 必充滿讚美
祢已挪去 我所有枷鎖 祢已挪去 我所有重擔
祢已挪去 我所有傷悲 祢的名配得所有頌讚

【耶穌是位奇妙的救主】
1.[耶穌是位奇妙的救主 衪要帶領你走](三次)
直到戰爭結束 我們完全得勝利 我主要帶領你走
哦 我親愛弟兄姊妹 當世界正燃燒
你需要耶穌作你的救主
祂要藏你在萬世的磐石中
萬世的磐石中 作你保障
2.[耶穌將從榮耀中再臨 讚美哈利路亞](三次)
直到耶穌基督 率領我們勝仇敵 與祂一同掌王權
哦 我親愛弟兄姊妹 世界要受審判
你需要耶穌作你的救主
祂要藏你在萬世的磐石中
萬世的磐石中 做你保障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合神心意的殿                     ⊙鄭信弘教師
經文：列王記上八章3~11;22~53節
今天的題目是合神心意的殿，主要是記載所羅門
獻殿的過程。我們看到，當聖殿竣工後，所羅門召集
以色列長老和各支派領袖、族長到耶路撒冷，參加聖
殿獻給神的聚會，可以想像他們的心情應相當興奮，
當祭司把約櫃從錫安移入至聖所時，發生一個特別的
現象，即10節所提，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甚至祭司
無法服事。這顯明神悅納此事，雲的降臨，代表神的
榮光充滿聖殿，神的榮耀與人同在。這對以色列民來
說，至關重大，因從士師時期約櫃離開會幕，流落民
間，直到此時安置至聖所，據算已經有146年之久，
如今因著所羅門的獻殿，神的榮耀，再次降臨。
上帝如此恩待以色列人，給我們許多的安慰，有
時我們得罪朋友，可能會造成彼此怨恨，甚至失去這
位朋友，但我們所信的神並非如此，只要我們願意向
神悔改，並再次跟隨，那麼上帝的榮耀，仍會與我們
同在，以下分三點來看合神心意的殿的意義:
一、有神話語的殿
當約櫃在至聖所，上帝的榮耀降臨時。我們看
到，約櫃裏仍放著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代表十誡的兩
塊石版，建造聖殿除了外在的建築體，更重要的是聖
殿的目的與內涵，只有聖殿而没有神的同在，那麼只
是虛有其表的宗教場所，很容易把信仰形式化，甚至
落入錯誤的認知敬拜神，最後如耶穌所說，任憑瞎子
引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入坑裏，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回顧士師時期，當以色列人戰敗於和非利士人，
便想出一招:認為只要約櫃隨身在側，上帝一定可幫
助他們打勝戰，結果大祭司以利的二個兒子，就把約
櫃抬到戰場，只是這樣的行徑，上帝並不買單，祂任
憑約櫃被非利士人搶走。以利聽到這個消息，就跌倒
斷頸而死，二個兒子也戰死，這時以利的媳婦剛生
兒子並取名叫以迦博，意思是:神的榮耀離開以色列
了，把信仰世俗化，最終導致約櫃流浪了140多年。
相反地，大衛與上帝的關係很親密，他有熱心且
有能力，想要為上帝建聖殿，但上帝不同意，此刻大
衛願意降服，順服神的帶領。(代上廿二6-9)，因為上
帝對大衛說:你流了許多人的血，打了許多的仗，不
可為我的名建殿，因為使多人流血在地上。我想上帝
並非否定大衛熱忱愛主的動機，但是要他小心，不要
他自以為是王，就可以隨心所欲。人對上帝的敬拜，
若有一點點的偏差，就可能將自己抬高到一個不適當
的位置，且會帶給人毀滅性的災害，如東正教的大主
教認為俄烏戰爭是聖戰，把戰事合理化，並祝福莫斯
科勝利，造成烏克蘭神父和教區居民的不滿情緒，皆
要脫離俄羅斯為首的東正教。
我們應常常安靜在主的面前，聆聽聖靈對我們說
話，不可利用上帝合理化我們的行為。我們看到，在
士師時期，受人敬重大祭司以利如此，東正教大主教
也如此，我們怎能不警愓自己。盼望我們都能夠持守
上帝的話，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會世俗化，不會跟隨

世界潮流。聖殿的核心是約櫃裏的石版，而教會的核
心是神的話，也就是神的應許與誡命，願普世教會都
能高舉上帝的話，使主的榮耀與祂的教會同在，與我
們同在。
二、真實禱告的殿
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沒有神可
比你的！你向那盡心行在你面前的僕人守約施慈
愛；向你僕人－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現在應驗了。
你親口應許，親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樣(23節)
這裏看到所羅門的禱告，乃是抓住上帝的應
許，並數算上帝的恩典，他不敢自認是虔誠，能
幹，是應得奬賞的人，他承認自己是託父親大衛的
福，而非自己有功勞，這位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知
道，神恩待他，不是因他外在的智慧、學識、地
位，而是出於上帝自己，出於上帝的恩典。
就如保羅說: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
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
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
在。(林前15:10)
所羅門明白，從亞伯拉罕之約至大衛之約，到
如今獻殿，這一切完全出於神的手。自己所擁有的
智慧權力，國家興盛，並非出於自己，而是源自上
帝實踐對以色列國的應許。所羅門感謝上帝賜父親
的應許，以色列的盛世終於實現，這樣的禱告很值
得我們學習，因這讓我們明白，要以上帝為我們禱
告的中心，而非以個人為禱告的中心，現今許多人
花時間向神禱告，從個人立場向神求東西，反而較
少花時間感謝神賜已擁有的東西，或求上帝的應許
實現。
我們要避免拿聖經某段經文，把應許當做上帝
開的支票，然後很有信心的當起債權人，接著用禱
告的方式，要上帝強制執行禱告的內容。若查考聖
經，得著神的應許， 不會只單單談論應許本身，
而是會伴隨多項要素。如何在禱告中得著上帝的應
許？以下有二處經文:1.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前4：8)。2.你們必須
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
的。(來10：36)。得著上帝的應許，不是單單用嘴
巴禱告，同時也要有靈性的操練和忍耐的態度，上
帝有時會透過苦難讓人有悔改的心，而過程就必需
有忍耐，也就有耐心等侯的美德。
接著看到所羅門禱告的內容，好像有一個模
式，就是當人犯罪時，應該立即禱告，並為罪悔
改，上帝就會聽我們的禱告，並赦免人的過犯。有
智慧的所羅門王，他明白人有罪性，但他没有求上
帝對百姓網開一面，或要上帝閉眼不計較百姓的罪;
相反地，求上帝一旦百姓認罪悔改，就寬恕他們的
罪，所羅門没有向神要一張空白支票，或一直糾纏
神，要神為他的選民降低他的標準，而是要百姓真
心悔改，回轉到神的面前，並求神饒恕他們。所羅
門的禱告，顯明無論以色列人罪多麼醜陋，敵人多
麼眾多，環境多麼惡劣，神仍會垂聽一個悔改歸主

的人的禱告，願我們的禱告是敬畏神的禱告，求主
保守我的心，使我能敬畏神，不犯罪得罪神。
三、傳揚福音的殿
以色列長久的歷史與外族的人關係始終緊張，
從亞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被亞米比勒趕來趕去;
在埃及受到欺壓逼迫，變成奴隸;在士師時期，與
非利士人爭戰，發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此時所
羅門為以色列禱告後，還轉向為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禱告，雖然這群外邦人不認識神，但為神的名的緣
故，而從遠方來祈求，表示他們聽聞耶和華，並願
意來認識祂。他們不是為看熱鬧而來，而是為神的
名的緣故，為此所羅門願意為他們向神禱告，盼望
這群外邦人，移民或寄居者來到聖殿禱告時，全能
的神，也可以照他們的祈求成就，其目的不是要滿
足人的願望，而是使萬民都能認識神的名，也都能
敬畏神，如同以色列民一樣。
我們能否也像所羅門，為未認識主的人，逼切
地為他們可以認識神禱告:願萬民都能歸向神。即
便這些人得罪我們，也願意因上帝的名為他們禱
告，不只是為主內肢體，也為失喪靈魂，如耶穌
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
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
個牧人了。
所羅門的禱告豐富廣闊，有罪得赦免，被擄歸
回，公義審判，萬國敬拜等等，禱告不單只是顧念
個人的需要，更希望我們能走到神的旨意中。神不
會違背祂的誡命與教導，人所應做的，就是順服神
的旨意，願意在聖靈的光照中，選擇降服神，而不
是違逆神。
總結:
昔日主耶穌在世上時，原本敬拜禱告的聖殿，
卻變成商業買賣和不潔的地方，以致於主耶穌對這
些外表敬虔，實際卻謀圖利益的人，責備他們說：
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她成為賊窩。當
今普世教會雖不至於變成賊窩，但是否也應留意，
今日教會存在的真實意義與價值。教會也看重肢體
間的情誼，彼此的交際，這些上帝並不反對，但盼
望我們可以抓住來到聖殿的真義，就是聆聽上帝的
話，為上帝的應許禱告，持續為主的緣故，傳揚福
音，宣揚主名。
願主幫助我們，不至將神貶低或限縮在我們有
限的生命經驗，禱告不是要求神符合我們的願望，
而是讓我們能委身於祂的旨意，我們希望有一個禱
告，就是:神啊!願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們的慾望
成就。
題目思考:
1.合神心意的殿有那些重要要素?你覺得救恩堂是合神
心意的殿嗎?請分享。
2.請自我察覺我的禱告和所羅門的禱告有何處相同或
不同之處?
3.請問所羅門向主的禱告,對你而言有那些可以學習或
已有此操練,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