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為動亂的斯里蘭卡禱告，當地數月停電
下食品、藥品都嚴重短缺，求主在當地經濟
及政治的混亂中掌權。

台灣:為國三會考及眾多升學考試禱告，尤其
在疫情壓力下，求主幫助學生學習上能夠保
持專心，並減免在校園染疫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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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牧養同工禱告，願主賜智慧與能力，藉由通
訊設備，關懷、安慰、扶持，靠主勝過疫情
的威脅與恐懼。
4、 賴陞昌弟兄5/21(六)下午1：30追思禮拜，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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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主日崇拜為實體與線上同步，但因疫情日
漸嚴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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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貞蓉教師代禱信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自上個月以來整個台灣的疫情有很大的變化，從
原先只有境外移入的確診者，演變到如今每天數萬名
本土確診的狀況，雙北更是目前疫情裡的重災區，每
天看到確診人數都叫人人心惶惶，隔外是家裡有老有
小的人更是不敢輕忽，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天確診
人數仍然不斷攀升，求主掌權保守，賜下智慧和能力
給政府能制定好的政策，也幫助我們每個人能在這波
疫情中仍有平安和喜樂，並能將屬天的盼望分享給身
邊的親友。
三芝的開拓目前在尋找場地，為暑假過後的課輔
和學生宿舍做預備，日前區公所所給的名單已經有前
往探訪，有和對方家庭初步認識，但由於都是高關懷
的個案，也覺得挺挑戰的，求主幫助讓我們能透過社
會福利和他們建立好的關係，並且有機會和他們分享
福音；目前的小組因疫情也轉成線上聚會，感謝主仍
然可以在聚會中彼此關懷代禱，未來也希望有機會邀
請三芝的家人一起來參與，求主帶領。
目前教會仍然是實體和線上聚會並行，自上週確
診人數破萬後，主日大家也多轉成線上崇拜，前兩週
週間聽聞有同工和家人確診，為他們代禱之餘也送了
提升免疫力的保健品過去給他們，求主持續保守大家
的身心靈健壯，不論確診與否都能靠主剛強，不被疫
情和環境打倒，在挑戰中能靠主活出得勝的生活；這
個月22日在教會有證道的服事，求主也將祂的話語賜
下，能成為弟兄姐妹的幫助。
前幾天娘家樓下有房客確診，確診前一天有上樓
和媽媽談話(據說沒帶口罩)，加上媽媽公司每天都有
人確診，讓媽媽擔心了好幾天，感謝主昨天有用快篩
是陰性，求主保守家人的平安，也挪去大家的擔憂。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為台灣疫情禱告，求主讓執政者有智慧和能力，制
定好的政策，幫助百姓面對和平安渡過疫情的風暴，
也為教會弟兄姐妹靠主面對疫情，身心靈蒙神保守保
護禱告。
2. 為三芝人心的柔軟和一切所需資源禱告，求主持續
引導開路；也為三重高中和金甌女中社團禱告，求主
在這些社員身上工作，讓我們能有好機會和他們分享
福音。
3. 為兩個孩子的成長和旭志工作有神引導同在禱告，
求主讓多寶樂寶有好的學習，各樣發展都有神的祝
福；旭志在外送工作上有神保守一切平安禱告。
4. 為長輩身體的狀況可以穩定、平安健康，家人心能
柔軟，讓福音能進到我們家族中有全家歸主的恩典禱
告。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
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
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詩91：15-16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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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人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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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日 ) 2022 . 5 . 22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敬拜二團
敬拜三團
蕭榮吉 長老
陳貞蓉 教師
劉世煌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邱皇銘 執事
馮薪庭 姊妹
林羿萱 姊妹
李佾靜 姊妹
林姿涼 張睿穎
林姿涼 張睿穎
林恆毅 陳希樂
林羿萱 邱予晴
陳渫聰
周惠玲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5. 2 (一）～2022. 5. 8 (日)
自由奉獻 --2,200元 收入
100,700元
主日奉獻 ----- 支出
--十一奉獻 11筆 85,0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 A姊妹  ＄1,000元
特別奉獻 ----- B姊妹  ＄1,000元
建堂奉獻 1筆
1,000元
宣教奉獻 1筆
500元
慈惠奉獻 2筆 12,000元
鮮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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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信弘教師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歌羅西書一章23節

四、證道……………………蕭榮吉長老
「根基穩固、堅定不移」
五、奉獻……………………鄭信弘教師
六、報告……………………鄭信弘教師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揚聲歡呼讚美】
揚聲歡呼 讚美稱頌我的王
高聲頌揚 歡唱哈利路亞
來到主寶座前 尊崇讚美祂
我們歡呼喜樂 來到神的面前
你是創造主 你施行拯救
你已救贖我 你是主 最大的醫生
你是豐盛之主 你是我的牧者引領我
耶穌 我君王 我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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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唱詩讚美你
你的慈愛高及諸天 你的信實上達穹蒼
你的救恩 將我安置在高處
我向你敞開心 毫無保留
照我本相來到你面前
迴轉成為小孩樣式
呼喊 阿爸父 我愛你
我向你敞開心 毫無保留
將榮耀頌讚都歸給你
在你面前歡喜快樂 不停讚美

【抬起我的頭】
你按著我的名來認識我 不止息的愛將我擁抱
你為我穿上公義聖潔衣裳 使我活出神的尊榮
不灰心 不喪膽 倚靠主必無所缺
全能神 慈愛主 你用笑臉幫助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 我的山寨和高台
有誰像你扶持我 應允我的呼求
我要抬起我的頭 仰望主耶穌基督
榮耀君王 我四圍的盾牌
我要抬起我的頭 高唱哈利路亞
大聲宣告 一生靠主得勝

叁 本週話語教材
真正的智慧！                     ⊙陳志宏牧師
經文：列王記十一章
我們的恩賜、智慧、能力都是神所賦予我們的，
當我們願意存謙卑的心，尋求上帝的面，遵行祂的旨
意，我們的生命就會發光發熱。但當我們不專心敬拜
上帝，倚靠自己的智慧與聰明，讓別的人事物代替上
帝的位置，那麼我們原本所領受的恩典就會消耗殆
盡，人生就會走下坡，我們會失去面對重大困難的能
力，而且不單我們自己會受影響，也會影響到與我們
生命有密切關係的人！這樣的光景在所羅門這位偉大
的以色列君王身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列王紀有關所羅門的敘事就佔了十一章，大部分
都是正面描述居多，但到了王上十一章，則是公開、
毫不客氣地指出所羅門的問題，清楚指出他所犯下嚴
重的錯誤與所帶來的惡果。
王上十一章可以再分為三個段落，王上十一1-13
所羅門敗落的原因；王上十一14-40 所羅門面對的政
敵；王上十一41-43 所羅門王朝的結語。
王上十一1-13提到所羅門敗落的原因主要是他娶
了許多外邦、信奉異教神明的女子為妻，這段經文
還可以分成兩個小段落，兩者有一個因果的關係。
第一小段 (十一1 -8) 為「因」，指出所羅門寵愛外
族女子，繼而跟從了別神。第二小段 (十一9- 13) 為
「果」，就是所羅門寵愛外族女子和跟從了別神的後
果，就是上帝要審判他的罪。
王上三1和11節提到所羅門娶了許多外邦公主為
妻。在古代的社會，兩個國家的王室通婚是建立邦交
的一種做法，這樣的婚姻基本上有許多政治與經濟因
素的考量。昭君和番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所以從娶法老的女兒開始，到娶這麼多的公主，
表示所羅門面對國家發展的需要，他並非單單倚靠耶
和華上帝，他同時也運用了許多人以為聰明的作法，
不過經文同時提到，雖然所羅門這許多婚姻都帶著政
治、軍事、經濟的目的，但是他還是「寵愛」這些外
族女子。「寵愛」表示所羅門對她們也有憐愛之心。
這些公主在所羅門心中佔有一定的地位，以致她們對
所羅門的行動有決定性的影響。
所羅門娶的這些外邦女子的名單，絕大部分都是
屬於上帝在西乃山頒布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所禁止通婚
的對象。｢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
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因為他必
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
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申七3-4)
「所羅門深深愛戀這些女子…他的妃嬪使他的心
偏離了上帝…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
心偏離了上帝去隨從別的神」。所羅門的心被那些妃
嬪奪去了，他偏離了上帝去隨從別的神只是遲早的問
題，果然在他年老的時候這樣的情況就越演越烈，而
且反應在他為這些異教的神明建立柱像、邱壇。
所羅門寵愛「許多外族女子」，這就同時暗示了

他對上帝的愛並不專注穩定。聖經中常用婚姻關係比
喻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聖經不論對信仰與婚姻，都
強調專一的重要。｢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事
奉他，專靠他，也要指著他的名起誓。」(申十20)｢你
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一切的誡命，愛耶和
華－你們的上帝，行他的道，專靠他」(申十一22)
這兩節經文都提到上帝要以色列人｢專靠」祂，
這個字有「緊緊依附」的意思。在婚姻的盟約關係
中，男人必須緊緊黏附著他的妻子，而在與耶和華上
帝的盟約關係中，忠誠而信實正直的人，就是那些信
靠耶和華、對祂忠心、緊緊依附他的人。
所羅門對耶和華上帝的愛，使他為上帝建造聖
殿，而他對外邦女子的愛，就使他為各種偶像建造神
龕。所羅門變成了一個多神信仰的教徒，耶和華上帝
曾經把智慧放在所羅門的心裏 (王上十24)，使他有智
慧，能辨別是非 (王上三9、12)。但當所羅門的心偏
離耶和華，他雖然仍舊敬拜上帝，但同時去隨從別
神，所羅門不再對耶和華上帝｢完全忠誠」，於是上
帝第二次向所羅門顯現，宣告祂對所羅門的審判 。
所羅門既然破壞了上帝與他所立的約裏面的協
定，上帝就要因所羅門的罪收回約中所要給他的祝
福。上帝要「奪去你的國，把國賜給你的一個臣
子」。 (王上十二2)。所羅門名字的意思是太平，而
所羅門作王時期國家可以享受國泰民安的關鍵是因上
帝的恩典，上帝使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而當所羅
門不再專一敬拜上帝，他的心偏邪去隨從別神時，上
帝不再施恩給他，於是四圍的仇敵就興起來擾亂他。
列王紀的作者要告訴我們，當所羅門的心轉向一
個正確的方向，單單專一地愛耶和華上帝，他才是真
正的自己：帶來太平的人。一旦所羅門的心轉離耶和
華上帝，不再完全效忠於他，所羅門就停止作為所羅
門，他的國家就不再太平，亞希雅所撕裂的那件新
衣，｢新衣」這個字的希伯來文的子音跟所羅門王的
名字是一樣的。亞希雅的象徵性行動，不只是把所羅
門的國家、也是把所羅門本身撕裂了。國家被撕裂，
一分為二，這是因為所羅門王的心已然分裂。
王上十一14-40就是所羅門開始被四圍的仇敵擾
亂的記載，這段聖經提到有三個人物被興起與所羅門
為敵。所羅門這三個仇敵都是上帝所興起的，在列王
紀的開始，所羅門也有三個政敵，因著上帝的幫助，
所羅門順利地解除了這三位政敵，讓國家可以享有太
平。可是當所羅門再也不像是列王紀上二章所描畫的
那位對上帝全然忠誠的所羅門，而成為一個心已經偏
離上帝的所羅門，他便無力去壓碎新興起敵人的頭。
所羅門從蒙恩寵墮落至偶像崇拜，並成了耶和華懲罰
的對象，他的人生正好為以色列王國的歷史寫下了一
個範型、一個反覆出現的腳本。
在這段經文中我們可以看見父母的行為，特別是
父母對上帝的態度會對孩子未來的發展有某個程度的
影響力。當然從聖經整全的啟示來看，一方面我們每
個人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在基督的審判台前
會根據自己的行為或善或惡受報 (林後五10)。不過另
一方面聖經也提到上帝會因著父母忠心、良善的行
為，信靠敬畏上帝的心來祝福其孩子，也會因為父母

的惡行，讓其孩子也連帶受到刑罰。上帝透過先知
亞希雅宣告，因著所羅門離棄上帝去敬拜別神，同
時行上帝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遵守上帝頒布的律例
典章，所以上帝要將國家的治理權從所羅門轉移到
耶羅波安手中；但是因為上帝紀念所羅門的父親大
衛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好君王，所以上帝保留一個支
派讓大衛的後裔可以繼續做王治理他們。從所羅門
的生平，我們可以看見他的父親大衛敬虔愛主帶給
他的祝福；從所羅門的繼任者，他的兒子羅波安繼
位後要面對國家分裂的悲劇，我們也看見因著所羅
門的心偏邪、去拜偶像、不遵守上帝的例律典章所
帶給他兒子羅波安的患難。
王上十一41｢所羅門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
他的智慧都寫在所羅門記上。」「所羅門其餘的
事」，顯示列王紀的作者的敘事有參考過《所羅門
記》(大概還有別的史料)，但他按他的寫作目的選取
了合用的材料。列王紀的作者表達他所寫的內容是
有根有據，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實。
｢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就是他大有智慧的行
事。這句話是從《所羅門記》的歷史角度來看，所
羅門誠然是一個滿有智慧的君王，在他治理以色列
的期間，國家富強，大部分的時間百姓安居樂業。
只是從列王紀作者的角度來看，就是從所羅門與
上帝的關係來看，所羅門卻是一個相當失敗的人，
他的智慧是變了質的智慧。列王紀作者綜觀所羅
門的一生，他的一生是虎頭蛇尾，他從他的父親大
衛繼承了一個四周仇敵都被以色列軍隊打敗的有利
環境，讓他可以把力量投入在國家建設上。當他登
基之初，存著極其謙卑的心向上帝求治理百姓的智
慧，上帝把他所求的智慧賜給他，所以他成為一個
滿有智慧的君王，而且他的智慧還揚名國際，讓示
巴女王都慕名而來要聽他智慧的言語。
可是所羅門忘記了他的智慧是來自上帝的賞
賜，他誤以為智慧是他自己所擁有的，他慢慢倚靠
人的智慧去追求富國強兵、透過政治聯姻來累積其
國際影響力。更嚴重的錯誤是他的心偏離向他兩次
顯現的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去隨從別神，以至
於他離開了智慧的源頭。
什麼是真智慧，我們回到所羅門年輕時、當他
還用專一的心敬拜上帝時所做的箴言：｢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九10)。真
正的智慧不是長袖善舞、合縱連橫，真正的智慧來
自一顆專一敬畏、信靠上帝的心，當我們願意凡事
遵行上帝的旨意，順從聖靈的引導行事為人，我們
就會經驗到上帝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是純全、善良、
可喜悅的，只要我們先求祂的國語祂的義，祂就樂
意把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恩典、福份賞賜給我們！
題目思考:
1.你覺得什麼是真正的智慧?透過今天的信息，帶給你
什麼提醒或收穫？
2.英雄難過美人關，所羅門被外邦女子誘惑以致偏離
真正的智慧，對你來說最容易誘惑你的是什麼？
3.對於今天的信息你有什麼心得或感想?請和大家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