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伍 筆記欄

列國: 上週美國德州校園槍擊案造成多人傷
亡，求主安慰幫助受難者的家庭。特別為美
國的社會安定禱告，求主賜下政府治理的智
慧。

台灣:面對擴散的疫情及攀升的死亡率，願主
憐憫醫治。也求主為弱勢家庭預備適合的資
源，使孩子的學習、家長的工作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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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有肢體染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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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仰
望主恩，利用通訊設備問候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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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跟著聖經去挖寶》本主日講員吳獻章老師作
品，盼望每一位基督徒都能成為在聖經中挖寶
的人，不斷地在上帝的話語中挖到人生寶藏。
原價320元，主日特價240元(75折)，有興趣請
洽行政辦公室孟勳幹事。

講題：從墓碑看人生
經文：王上13:1~25
中心思想：人生的終點比起跑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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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人
暫停

教會禱告會/ 6月 14、28 日/20:30~21:30/ LINE

4.敢消費神，將訝異發現神國的
___________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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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敢消費神的人，子孫的___________可能
被消費

柒 服事人員表

1.人一生成敗是非，在__________眼中無可
躲藏
2.地位越高，就越容易目中無_____目中無
______
3.世上地位越_____，上帝對他的標準就越
______

6.後生之所以可畏，全因看___________過
於人情
7.曾被主用者，最大恐慌是失去神的
___________
8.失去神___________者，會是晚節不保的
絆腳石
9.人得不到安息，除非安息在神的
___________下
10.聽神話的動物見證，___________要比起
點重要

總召
司會
敬拜團
講員
音控
錄影
投影
招待
鮮花

2022 . 5 . 29 ( 日 ) 2022 . 6 . 5 ( 日 )
鄭信弘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敬拜一團
敬拜四團
吳獻章 老師
彭書穎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顏士閔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鄧如山 林瑞瑩
鄧如山 林瑞瑩
潘怡靜 陳慧貞
潘怡靜 陳可芸
羅靖蕙
---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5. 16 (一）～2022. 5. 22 (日)
自由奉獻 --950元 收入
10,050元
主日奉獻 3筆
5,100元 支出
151,561元
十一奉獻 5筆 44,5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2,000元 A弟兄   ＄1,000元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宣教奉獻 2筆
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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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復活期第七主日（白）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邱皇銘執事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邱皇銘執事
經文：王上13:1~25

四、證道……………………吳獻章老師
從墓碑看人生
五、奉獻……………………邱皇銘執事
六、報告……………………邱皇銘執事
七、祝福……………………吳獻章老師

貳 敬拜詩歌
【滿有能力】
我的盼望 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你裡面滿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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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為祢】
我的眼光和心思 單單注視祢 喔耶穌
隨著祢心律動 甜蜜的靈來充滿我
放下為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給祢 我的主
我願使祢歡喜，對祢的愛不斷湧流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祢 如同香膏傾倒
無悔地付出 只願祢心得滿足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祢 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 最深刻真摯的愛

【你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
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 四面環繞
失望羞愧時 祢仍擁抱著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 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
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何等長闊 何等高深 天離地多高 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 永遠無盡頭 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叁 本週話語教材
提防生命裡的驕傲                 ⊙陳貞蓉教師
經文：列王記十二章1-20;25-33節
今天所讀的這段經文，是在描述以色列國分裂的
過程，羅波安在所羅門過世後要繼承所羅門的王位，
所羅門在位時期，是以色列國最富足、國土最大、最
國泰民安的時期，如果羅波安順利的繼位，他理所當
然就可以繼承這一切的成果，但這一切都是一個表
象，事實上暗地裡這個國家內含了一些危機，我們回
到經文來看，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弭。
歌舞昇平下的危機
所羅門他的晚年已經墮落了，他為假神大興土木
造成許多百姓上的重擔，也使得百姓跟著敬拜假神，
這樣的偏離讓大家表面上富足但內心空虛，私下也對
所羅門給百姓的負擔很不滿，所以當所羅門過世，他
們要羅波安從耶路撒冷來到北方的示劍，然後又邀請
了之前被先知宣告說要作王的以法蓮人耶羅波安回
來，以色列人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和羅波安談判，
如果羅波安答應他們的條件，他們就繼續臣服在大衛
王朝之下，如果不答應，那他們就會反叛。但羅波安
顯然沒有察覺什麼異狀，他終於等到作王的那一天，
又被以色列人邀請去北方登基，他以為他的帝國穩
固，就亳無防備的去了。
一、驕傲會使人盲目，錯估情勢
他不明白他們國家真實的光景，他是有危機的；
讓他錯估這一切情勢的原因，就是他的驕傲，他是一
個聰明能幹的人，但他在今天這一章的表現整個都很
狀況外，因為他活在驕傲的狀態裡，所以目中無人，
從某個角度神也是透過這個事件來銼他的銳氣，打擊
他的驕傲，希望讓他可以謙卑下來。
驕傲是一種眼光和狀態，當一個人處在驕傲的狀
態時，他會看自己比別人強，甚至會看自己過於所當
看的。他的眼光基本上是從上往下看的眼光，從羅波
安的身上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這個問題。羅波安是
個標準的富二代，他從來沒有受過苦，也不知道民間
疾苦，他的母親是亞們人，是外邦公主，從小他就生
活在奢華和敬拜假神的環境裡，其實他的生活環境裡
就造就了他驕傲的性格。
聖經裡許多的歷史都是我們的借鏡，老一輩的長
輩過去從一個困苦的環境裡成長，造就他們吃苦耐勞
的性格；到了我們這一代，父母為我們做了許多，但
我們就變得比較不耐吃苦，俗稱草莓族，到了我們的
下一代，現在媒體取了一個代號叫做躺平族，凡事只
希望可以輕鬆怄意，希望自己的父母為自己安排好一
切，好讓他們可以不用奮鬥，用力享受就好。從某個
角度是否真是我們為他們做了太多，以致於剝奪了他
們學習成長的機會，我們可以好好的想想。
二、隱藏的原罪
驕傲是許多人甚至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一個
課題，從聖經裡我們可以看到，人墮落的開始就是
源自於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以及今生的驕傲。

再往前推，撒旦魔鬼的墮落，都是緣自於牠驕傲。
驕傲是許多罪惡的起頭，有些人把他稱成為原罪。
而且這個罪是個隱藏在人內心深處，甚至我們難以
察覺的罪，而且在這個高舉個人主義的時代，驕傲
通常會被包裝成充滿自信的形象，不太會被提醒或
認為需要改進，但聖經卻明白的告訴我們，這是一
個會帶給我們人生災難的罪惡，是神所不喜悅的問
題。「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雅
4:6)「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箴16:5)
這是一個很難纏的罪。你有察覺到自己的驕傲
嗎？你有在對付自己的驕傲嗎？如果你覺得自己一
點也不驕傲，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你可能正在極
度的驕傲裡。或許有些人覺得就算我驕傲那又怎
樣，那也是我自己的事，他沒有意識到，當驕傲放
著不管，人心會漸漸變得剛硬，然後漸漸的就聽不
進人的話，最後連上帝的話也聽不進去了。當一個
人目中無人，心中無神的時候，那真的是什麼可怕
的事，什麼可怕的罪都可能會纏上他了。

西兩支派的工程主管，後來他被上帝揀選，成為以
色列十個支派的國王。而他一當上國王，馬上就很
努力的做許多事情，想要把自己的王國穩固下來。
但他所做的一切表現出一個事實，就是他完全
不把上帝放在眼裡，從某個角度，他認為他現在所
擁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和聰明才智得
來的，他心中無神，就目中無人，他這樣的作法你
們再往後讀就會看到對他的王國帶出多大的問題，
甚至上帝派了先知去警戒他，他的心仍然剛硬不悔
改，這一切也是因著他的驕傲，他認為人定勝天，
只要他夠努力，夠聰明，那他就可以成功。
但是事實上他的內心是極度的不安全感，他所
做的一切都是因為害怕百姓的心被大衛王朝吸引，
所以想盡辦法要阻止這樣的事發生，事實上很多驕
傲的人是很沒有安全感的人，因為他們時常看輕別
人，也很害怕自己被輕看，所以他們會透過各樣的
方式不斷要證明自己的價值和能力，但最後卻是走
向敗壞和更多的罪惡。

三、驕傲在敗壞以先、跌倒在狂心之前
羅波安來到示劍，打算要接受眾人的擁戴當
王，沒想到百姓來和他談條件，羅波安一下子不知
道如何回答，就請他們三天後再來。下朝之後，羅
波安分別找了兩批人來詢問意見，一批是歷經兩朝
的老臣，這些老臣對所羅門的智慧耳濡目染，也對
於所羅門晚年的狀況都看在眼裡，知道現在國家的
現況及危機，他們勸羅波安要用好話來回應眾民，
腰桿子放軟一點，順著百姓的要求去做。
但羅波安不喜歡老臣的建議，這些話在一個驕
傲的人耳中聽起來，感覺很不舒服。當你聽到一些
讓你感覺很不舒服的話，有時不要太快就拒絕或反
彈，或許真的有些是我們的問題，或是值得我們參
考的東西。有時這也可以成為我們檢視自己的試
劑，如果你常覺得別人的話都很刺耳，都很笨，都
很沒有營養，那你可能正在驕傲的狀態裡，因為你
已經是在一個從上往下看的狀態裡，你覺得很多人
都不如你聰明有智慧，這時你就要注意了。
羅波安聽了老臣的建議不滿意，所以他馬上就
去找了和他一起長大的同伴討論，他們馬上就建議
羅波安，要給百姓來個下馬威，要強勢的把百姓的
氣焰壓下來，讓百姓知道他不是好惹的。這些年輕
人說的話充份的滿足了羅波安的虛榮心和他的驕
傲，很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完全評估錯誤，所以我
們看到後來的發展，就是羅波安答覆百姓後，他自
以為大家都會順從，他派了掌管苦力的大臣亞多蘭
去到以色列人那裡，被以色列人亂石打死，羅波安
倉皇的逃回耶路撒冷，王國就此分裂。
羅波安讓我們看到因安逸環境而造就出驕傲性
格的例子，我們也來看看耶羅波安，他是另外一個
狀況，他完全就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人生不是一
帆風順。他的母親是個寡婦，他在貧苦的環境中長
大，他靠著自己的努力和聰明才智，得到了所羅門
王的青睞，成為掌管約瑟支派，就是以法蓮和瑪拿

四、如何勝過生命裡的驕傲
從以色列分裂的故事，羅波安和耶羅波安的身
上，我們看到兩個不同背景的人，同樣被自己生命
裡的驕傲驅動，帶給自己、自己的家甚至是他們所
管理的整個國家如此大的災害，事實上驕傲是每一
個人都要去面對、對付的一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
有自我中心的傾向，都想要證明自己的存在，以及
自我的價值，當這樣的需求被罪扭曲，就會形成我
們生命裡的驕傲。
許多人覺察到驕傲帶給人的破壞力，便會努力
的想要追求讓自己不驕傲，然而除非認識神，被神
光照看到自己的罪惡和軟弱，我們才有可能能夠
倚靠神而謙卑下來，人的驕傲如果沒有神的光照，
很難去覺察和面對，當一個人活在驕傲裡，上帝的
祝福就會被他抵擋在門外，他就會覺得上帝都沒有
祝福他，他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現在所擁有的一
切。例：自己年輕時的驕傲。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人在軟弱時，最容易尋求上
帝，我們常說：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然而另一
方面來說，當我們爬上成功山峰，不論是世界的成
功，亦或在教會中有受人景仰的地位，往往都是最
容易重重摔跤之時。保羅曾這樣形容自己，「在罪
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意識到這個事實
是重要的，若無上帝的拯救，我們都是殘破不堪的
人。都是軟弱的罪人，在罪惡面對極容易被誘惑，
被罪惡綑綁，挾制，求主光照我們，讓我們能夠覺
察自己的驕傲，倚靠神的恩典來勝過生命裡的驕
傲，活出主耶穌柔和謙卑的生命。
題目思考:
1.你覺得自己驕傲嗎？透過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
提醒和收穫？
2.你曾經歷或看過因驕傲而導致敗壞的例子嗎？請和
大家分享。
3.如何對付自己的驕傲？請和大家分享你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