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為上週在美國加州台灣教會發生的槍擊
案代禱，特別求主安慰會友及家屬，並賜牧
者跟進牧養的智慧。也為本案的審訊發展禱
告。

台灣:本週末為國中會考，願主看顧國三考生
和家長。也為因確診須補考的考生心情禱
告。求主在疫情肆虐的時刻賜下平安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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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會有部份肢體染疫確診在家休息，求主
賜下信心與保護，能平安並早日康復，也為
同工的牧養禱告，讓我們仰望主恩，仍能用
通訊設備關心軟弱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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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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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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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 日 ) 2022 . 5 . 29 ( 日 )
黃俊元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敬拜三團
敬拜一團
陳貞蓉 教師
吳獻章 老師
鄭惠蓁 姊妹
黃俊元 執事
馮薪庭 姊妹
林憲佑 弟兄
李佾靜 姊妹
鄭惠蓁 姊妹
林姿涼 張睿穎
鄧如山 林瑞瑩
林羿萱 邱予晴
潘怡靜 陳慧貞
周惠玲
---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5. 9 (一）～2022. 5. 15 (日)
自由奉獻 1筆
3,000元 收入
60,880元
主日奉獻 ----- 支出
25,428元
十一奉獻 12筆 50,88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2,000元 A弟兄   ＄12,000元
特別奉獻 ----- 基甸會  ＄12,000元
建堂奉獻 2筆
2,000元
宣教奉獻 2筆
1,000元
慈惠奉獻 1筆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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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王上12章1-20;25-33節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提防生命裡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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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事將要成就】
新的事 新的事將要成就 新的恩膏 新的恩寵
我們要 我們要唱新歌 稱讚我們神為高
新的事 新的事將要成就 新的恩典 新的盼望
我們要 我們要唱新歌 充滿神的榮耀
你是做新事的神
我要向你唱新歌
恩典憐憫 每天都是新的
新酒新皮袋每天要賜下

【凡事都能做】
信是未曾看見 依然仰望十架
信是完全交託 深知主已掌權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或風浪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我心屬於你】
我來到你面前 全心向你稱謝 耶穌
你是如此愛我 我單單屬於你
主我在這裡 獻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獻給你
因為我並沒有 財寶和金銀
能夠獻給你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禱告 唯一的呼求
是你能悅納我 獻上的全所有
願我這一生 成為你器皿
來完成你旨意

叁 本週話語教材
根基穩固、堅定不移                 ⊙蕭榮吉長老
經文：列王記十一章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小時候沒受過正式的教
育，然他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教導孩子要真誠愛
主，雖然他母親在林肯九歲就離世，但這信仰的根基
已注入在林肯幼小的心靈裡。他的人生歷經父親破
產、母親過世，太太和女兒病故，以及生意的失敗，
從政之路亦不順利，但他憑著堅定的信仰來面對，終
於在五十一歲時競選總統成功。
林肯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一生讀爛了四本聖
經，並且把神的話記在心裡，並把神的話活出來。他
和主耶穌一樣，不對罪和失敗投降，但他又充滿愛
和赦免，他靠著信仰在南北戰爭裡得勝，成功解放黑
奴，他赦免了所有投降者，使美國再度合一。使美國
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從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我們可以知道信心有幾
個特點，(1)信心的對象是「道」，是「基督」；(2)
信心不是一時的，要持之以恆；(3)信心不能沒有「根
基」，信心要往下紮根，才不致於被移動；(4)信心一
不「穩固」，就會失去「盼望」。 我們的盼望是永
生的盼望，凡是已經得到這個盼望的人，就有一個責
任，將福音傳與普天下的人。
主後61年保羅因福音被囚在羅馬監獄中。以巴弗
去羅馬探望他，告訴他，教會中一些頗有影響力的
人，起來提倡一些的假教義，嚴重的危害教會。因
此，保羅寫了歌羅西書勸勉歌羅西教會的弟兄姊妹，
要在所信的道上恆心。
歌羅西這城市是個宗教狂熱又多元的地方，我們
所在的這一個地方，與歌羅西很類似。在我們的社會
裡有許多祖宗的遺傳，有民間信仰，有許多偶像宗
教，加上假基督假先知。如果我們的根基沒有穩固，
我們也很容易在這樣的環境中信心動搖。我們需要根
基穩固堅定不移的信仰，傳揚福音時，才不會受到抵
擋或遭到打擊而心灰意冷。 如何建立根基穩固堅定
不移的信仰又能擴展上帝的國，是今天基督徒很重要
的課題。
太七:24-25主耶穌說出信仰根基站立得穩的必要
條件:主說:「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
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
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爲根基立在磐石上。」
主的話就是穩固的磐石，聽見主的話又照著行的人，
他就能應付外來各樣的衝擊。因爲主的話永遠是真
理，凡在基督的話語上生根建造的人，他就要和真理
一樣永存。
而那不在基督的話語上立根基的人，像什麽？太
七:26-27主又說:「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
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
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主
耶穌稱那些不按照祂的話去行的人，是無知的人，因
爲他不明白主的話就是真理，他雖然也聽見了主的

話，他卻不遵行主的話，就好像把房屋的根基立在沙
土上。
若是我們把信仰，建立在 主以外的任何人、
事、物上。即使是最好的，也都是建立在沙土上。例
如: 美好的環境、神跡奇事、宗教領袖、偉大人物，
因為它們一不存在，信仰就垮了，都經不起考驗。
我們是參與屬靈的爭戰，首要的條件: 就是站立
得穩，立足在基督的真理上，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
所信的道上根基穩固，才能打那美好的勝仗。林前三
11:「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
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根基若建立在基督，沒有一個
能毀壞。求主幫助我們信仰根基穩固，在基督裡堅定
不移，為我們成就一切所作的工。
國際基甸會於一八九九年在美國創立。
一九五六年在台灣成立中華民國基甸會，基甸會是國
際性的福音機構，傳承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
團體。以「贈送聖經、領人歸主」為目的。
國際基甸會現況:全世界200多個個國家有將近26
萬會員，這些弟兄姊妹，來自各福音派的教會，每個
會員都根基穩固堅定不移，努力用聖經要將福音傳與
普天下，為主做見證。
我們的目標:我們一直堅持單一的目標：『用聖
經領人認識耶穌基督』。藉著三種方式來達到領人歸
主的目標。
1. 聯合事奉
2. 個人見證
3. 贈送聖經
一百多年來我們在全世界贈送聖經超過二十四億
本。在台灣，我們每年也贈送超過五十萬本。三十多
年來:
一、學校:
我們在國高中進行近八千場以上的週會贈經活
動。更於晨間在各國中以上學校上學據點證送聖經使
學生們人
二、軍警單位:
我們在國軍及警察、消防各單位見證贈經，很受
歡迎。因為他們的工作都是出生入死。生命的答案在
哪裡？他們從聖經找到生命的答案.
三、醫院:
許多人面臨生命受到威脅時，就會開始思生命的
的意義，因著讀聖經和我們的見證，神的話安定了他
們的心，得到平安的確據，因著信耶穌生命有盼望。
例：陳詩明弟兄的見證。
四、在旅館:
我們所放置聖經， 使心靈空虛的旅客，因看聖
經得到充實，減少作傻事，甚至挽回生命。
五、監獄:
使許多獄友因信耶穌，改過自新，不再作奸犯
科，成為新造的人。
路一:45說「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驗。」

我們深信上帝的話絕對會落實，因此，當我們帶著
信心，用聖經傳福音，在各地撒種的時候，雖然不
容易立刻見到明顯的回應，但是上帝的話，就是
靈，就是生命，必會在人的心裡動工。林前三:6保
羅說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唯有上帝叫他成
長。」例：賴煌琦的見證。
我有三件事拜託各位弟兄姊妹支持「基甸
會」：
1. 代禱：不只是為基甸會、基甸會員代禱，更重要
的是為已經拿到聖經但還沒信主的人禱告。
2. 奉獻：請為我們印製聖經的費用奉獻，一本聖經
的印製費用大概是新台幣五十元。在這裡特別呼
籲，請不要將你們的十一奉獻給我們，每個人都
有自己所屬的教會，然而倘若你認為神給你的恩
典比十一還大，歡迎你額外的做奉獻。
3. 加入我們：倘若你在教會裡已經有參與一些福音
事工，那感謝主；若是你在教會裡除了禱告奉
獻，尚未參與任何福音的事工，歡迎加入我們，
基甸會的會員必須要有教會的同意才能加入，基
甸會員每一年也有會費，因為機構裡的行政費用
不能使用大家的奉獻。而基甸會的成員是弟兄以
及他的妻子，因著顧及弟兄的軟弱，以及有些服
事場所的限制，因此我們沒有讓姐妹獨自加入基
甸會。
結論:
馬太二十八:19-20「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歌羅西書一；23「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
的，也是傳於普天下萬人聽的，我保羅也做了這福
音的執事。」福音在許許多多的基甸會員的身上也
有與保羅類似的經歷。您可以隨著基甸會，成為基
督福音的執事。傳福音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難，願
神賜福，讓大家一起加入傳福音的行列。
題目思考:
1.聖經對你的意義為何？透過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
提醒和收穫？
2.你人生中的第一本聖經是來自何處？你對基甸會的
事奉有什麼樣的感受？
3.你可以如何將你所信的道傳揚出去？在接下來的日
子裡可以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