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為持續的烏俄戰爭禱告，求主在爭戰之
地賜下安息。也為各國政府應對全球能源短
缺問題代禱。

台灣:為應對疫情的第一線醫護人員禱告，求
主親自堅固，賜下力量。也求主保守民生經
濟，預備每個家庭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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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們心中不驚慌、不沮喪，並賜下信心、
平安與保護，能早日康復，也為同工的牧養
禱告，讓我們仰望主恩，以通訊設備關心軟
弱肢體。

～報告事項～

伍 歐華事奉禱告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親愛的主內肢體和家人：平安！
在後勁教會陳一榮牧師伉儷以及張簡美英姐妹幾
度關懷探訪下，麗華的父親於5月20日受洗歸主。老
人家正處於癌症晚期，求主保守他每天都能活得有
尊嚴、喜樂和盼望！
去年感恩節前夕，麗華的母親已經受洗；神憐憫
恩待二位老人家！麗華大學信主時父母都反對，母
親使力尤深；最初對我們的交往有意見，因為元威
蒙召事奉主。四十年來我們只有禱告、真誠以待且
不斷見證；聖靈作了奇妙的工作'不僅看到二老態度
的改變 ， 至終神施恩憐憫-使他們願意信主受洗。
五月中旬，歐華進入最後六週的實體課程，加上
第一週有教博的課同時雪行，在校園上課人數創下
兩年半的最高記錄。歐華師生同工多人21日參加世
界展望會的「為淨水而跑6K」的活動，帶著強健體
魄、關心公共議題、援助弱勢群體等多種目的，參
與這次活動確實非常有意義。
四月從新冠康復一週之後，元威把參加路跑的練
習當作恢復常態運動的暖身。幾經練習，當天以42
分鐘跑完全部路程，是幾週來最好成績。盼望日後
有規律地運動，維持良好的體能和健康。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聚會 /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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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頊
1、近來有學生在校內確診的案例，求主保守不致
擴散，課程能順利進行，師生同工都喜樂、健
康。
2、元威的校外服事：6/11在奧斯陸福音堂參加陳若
薇傳道按牧典禮並證道。6/12 ECM科隆教會線
上證道，6/16-19慕尼黑華人教會退修會三堂信
息。6/26巴黎新焦點教會主日證道並參與校友傳
道就任禮。
3、麗華的校外服事：6/5巴塞南區堂午堂崇拜證
道，6/16-19慕尼黑華人教會退修會二堂信息。
4、學期最後幾週格外忙碌，求主加添身心靈的力
量。
5、我們將於6月28日返台，盼暑期時間有美好的規
劃和使用。
6、麗華的論文持續有進展，盼能在六月底返台前
完成全文初稿。
以馬內利！
元威、麗華2022/05/24

地點
正堂
B1/會議室

人數
36人
暫停

教會禱告會/ 6月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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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5 ( 日 )
邱皇銘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四團
彭書穎 弟兄
朱德弘 執事
顏士閔 弟兄
林羿萱 姊妹
鄧如山 林瑞瑩
潘怡靜 陳可芸
陳汝龍

2022 . 6 . 12 ( 日 )
陳貞蓉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二團
魯瑪夫
劉世煌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曾頎峰 弟兄
陳渫聰 李傳婕
梁柏榮 顏士閔
---

聖餐：董仁章，陳麗書，郭瑞玲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5. 23 (一）～2022. 5. 29 (日)
自由奉獻 1筆
700元 收入
121,676元
主日奉獻 1筆
5,000元 支出
--十一奉獻 10筆 37,2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4筆
9,500元 基甸會   ＄1,000元
特別奉獻 2筆
3,000元
建堂奉獻 3筆
3,100元
宣教奉獻 3筆 61,176元
慈惠奉獻 ----鮮花奉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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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聖靈降臨主日（紅）

壹

叁 本週話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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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

四、證道……………………彭書穎弟兄
伸出友誼之手---誰是好撒瑪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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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歡呼主耶穌】
歡呼主耶穌 歡呼以馬內利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明亮晨星
我要讚美祢直到永永遠遠
我要與祢同作王直到永遠

【主 祢是】
1.主祢是道路 使我心正直 主祢是真理 使我心自由
  主祢是生命 滿足我心靈 祢是主 祢是神 我救主
2.主祢是慈愛 揀選我屬祢 主祢是信實 供應我需要
  主祢是全能 掌管我一生 我的王 我的神 我愛祢
(副歌)
我要來宣揚 祢奇妙救恩 每一時 每一刻 每一日
我要來經歷祢愛的大能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天

【主 求祢向我吹聖靈】
1.主求你向我吹聖靈
  助我向你胸懷一傾
2.我是呼出我的生命
  放棄軟弱或是力勁
3.呼出我的罪律桎梏
  吸入你的聖潔豐富

教我如何吸入你
我的犯罪與自己
我才可能被充滿
吸入憐憫和恩湛
你已為我全除摒
發現惟你是生命

4.我正呼出我的憂愁 在你慈愛的胸臆
  吸入你的喜樂保守 吸入你的甜安息
5.我正呼出我的病勢 你早已為我負擔
  我正吸入你的醫治 因你早已賜平安
6.我今呼出我的羨慕 入你慈愛的耳中
  我今吸入你的答覆 平靜疑惑和驚恐
7.我今每刻都在呼吸 你的生命作生命
  一呼一吸都在乎你 求你由我來顯明
(副歌)
我是呼出我的愁苦 呼出我罪污
我是吸入 一直吸入 你所有豐富

從墓碑看人生                      ⊙吳獻章老師
經文：列王記上十三章1-25節
列王記的作者很可能是耶利米，他從大衛晚年開
始寫，之後有許多篇幅描寫所羅門當王的過程，上帝
給他祝福、智慧、財富等等，然而他婚姻出了問題，
連帶影響信仰，落下國家分裂的根源，我們每個人都
會過世，死後會有墓碑，列王上下的作者為這些王寫
墓碑，我們在讀歷史書就是在看諸王的墓碑，即使聰
明如所羅門，他晚節不保留下虛空的人生，他兒子羅
波安因著驕傲，王國就分裂成兩半，其實這個疫情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家裡的兒女看我們是如何敬拜上
帝，我們要把信仰帶回家。
而北國的耶羅波安也好不到哪裡去，當初上帝應
許將十個支派賜給他，也提醒他要敬畏上帝，但耶羅
波安不聽，他擔心百姓因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會
影響到他的政治地位，所以他用宗教的方式來鞏固政
治，在但和伯特利鑄了兩隻金牛犢。上帝從南國派了
一個神人去提醒耶羅波安，當他在自己建立的壇上獻
祭的時候，宣告上帝的審判，耶羅波安聽到馬上伸手
要人把那神人抓住，沒想到立刻發生了一件神蹟，他
的手立刻枯乾，讓骨科醫生傻眼，之後耶羅波安求神
人為他禱告，又立刻發生神蹟，他的手復原了。他要
求神人和他回宮吃飯，被神人拒絕。
然而神人在回程路上，被老先知追上，老先知
誆哄神人回家吃飯，過程中上帝透過老先知宣告神人
的下場，果然神人在路上被獅子咬死，老先知為神人
安葬，並要求兒女在他死後將他和神人葬在一起，列
王記上下，作者為每位君王寫墓碑，包括大衛、所羅
門王、羅波安、耶羅波安、老先知、神人等等，摩西
的墓碑上留下五經，保羅的墓碑上寫著他美好的仗已
經打過了，所有的墓碑有兩個現象，第一：墓碑不會
刻你的豐功偉業；第二：墓碑記載他在世有多少影響
力。
人生的終點比起跑點重要
列王記作者要我們看到，人生的終點比起跑點重
要，我們要以終點來看今生。所羅門的人生前期非常
豐富，但終點卻是虛空的虛空。他的墓碑讓後世的人
感嘆惋惜。奧古斯丁說：「除非你的腦海裡有墓碑的
概念，否則你還沒長大。」簡單來說，喪禮是為活著
的人所舉行，從今天的經文裡，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
重點：
1. 人一生成敗是非，在上帝眼中無可躲藏
列王記從大衛晚年的一個事件開始，他因畏寒臣
子為他找了一個美女陪伴，但大衛拒絕親近他，這代
表大衛悔改了，他過去在拔示巴的事上失敗，他因此
家裡死了四個人，他寫了詩篇五十一篇，列王記從這
裡開始寫列王，大衛成了諸王的模範生，大衛的終點
就是「因信稱義」。之後的諸王就是以是否有像他的
列祖大衛王來評斷。
2. 地位越高，就越容易目中無人目中無神

耶羅波安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但和伯特利
建金牛犢，被神人指責時很驕傲的伸手要人抓神
人，但經過這事件他仍沒有學到功課，持續偶像崇
拜，這讓我們看到當一個人有錢有地位，就容易驕
傲起來，地位愈高愈容易驕傲，例：亞哈、人間財
主、普丁、赫魯雪夫、拿破崙等等，然而直到死了
墓碑上所呈現的，才知道你也不過如此。
3. 世上地位越高，上帝對他的標準就越高
耶羅波安身為君王，北國因此被他害慘。上帝
不搞突襲，上帝先派示瑪雅宣告神的心意，警告他
不要偶像崇拜，但他為了政治開始偶像崇拜後，上
帝就從南國派了神人去警戒他，上帝給法老王十次
機會，上帝也透過彼拉多的妻子來提醒彼拉多，
三百年後耶羅波安的屍體被約西亞焚燒，應驗神人
對耶羅波安的宣告。
4. 敢消費神，將訝異發現神國的後生可畏
耶羅波安認為北國沒有任何人可以制衡他，上
帝就派南國不知名的神人來警戒他，尼布甲尼撒王
看到但以理三個朋友連被丟進火窯都不怕，讓高溫
物理學家傻眼。什麼是消費神，有些人認為有十一
奉獻，已經夠意思了吧！我來聚會已經夠意思了
吧！完了之後我要做什麼上帝不要管我！這就和我
們把錢放在觀世音、岳飛廟一樣的意思。
5. 敢消費神的人，子孫的墓碑可能被消費
耶羅波安就是消費主義者，從王上十四章我們
看到他兒子病了，他要他太太喬裝去找先知亞希
雅，亞希雅給了他上帝的審判宣告，結果完全應
驗。敢消費上帝，上帝必會出手。例：伯沙撒王、
希特勒。我們愈有地位，是兒女的父母、是小組
長，我們就真的要敬畏神，上帝不是我們可以隨便
的。列王記的教訓提醒你我，不敬畏神可能會禍及
子孫，如同耶羅波安的例子。
6. 後生之所以可畏，全因看神情過於人情
神人聽上帝的話，從南國來到北國耶羅波安面
前，猶太人老師一上台先給台下學生鞠躬，這個神
人讓北國老先知都傻眼，因為他聽上帝的話，如同
保羅在加拉太書那裡公開批評彼得不合真理，不完
全是後生可畏，而是天生可畏，「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只要我們聽上帝
的話，神人聽上帝的話，就給耶羅波安帶來震憾。
7. 曾被主用者，最大恐慌是失去神的同在
神人被上帝大大使用，然而他在回程路上鬆懈
下來，被老先知誆哄，接待回家吃飯。上帝不會反
反覆覆，我們也要謹慎儆醒，很多傳道人是在週日
晚上軟弱跌倒，大衛在最安逸的時候墮落，愈成功
的時候，就是容易墮落的時候，疫情提醒我們需要
更加的儆醒，現在疫情有些人主日是躺在床上參加
線上主日，NBA最關鍵是在第四節。
8. 失去神舞台者，會是晚節不保的絆腳石
為什麼老先知不能對耶羅波安說話，因為他已
經沒有影響力了，他沒在為國家守望，因此神從南

國派一個不知名的神人來，但害死這個神人的卻是
老先知，而神透過老先知的口宣告對神人的審判
時，其實也是對老先知的審判：人家至少被上帝
用，你卻無法被上帝使用。因為我調不動你，只好
從南邊調一個nobody來。
天主教墮落，神使用馬丁路德來改教，現在許
多國家許多在賣教堂的事，一個教會不被上帝用，
上帝可以興起其他地方，這個老先知最大的問題就
是閒懶，《聖本篤會規》：閒懶是靈魂的大敵。中
世紀諺語：清閒乃魔鬼的枕頭。在這段時間一直有
一段經文跳出來「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
常服事主。」(羅12:11)
在疫情中要特別留意，我們是否每天先靈修再
開手機？我們是否就閒懶下來？
9. 人得不到安息，除非安息在神的旨意下
老先知騙死神人，之後他為神人收屍，之後告
訴兒孫，要將他和神人葬在一起，他才得安息。我
們如果沒有舞台，看到別人被上帝用，會很羨慕甚
至嫉妒，David Larsen說：「不要死在不該死的地
方。」許多退休的人很痛苦，因為感覺自己失去了
人生的舞台，我們栽培兒女，就是為了他們下半場
的舞台，這個老先知沒有舞台，所羅門晚年失去了
舞台，活在虛空當中。
10. 聽神話的動物見證，終點要比起點重要
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看到，最聽上帝話的，是獅
子，獅子不吃神人，也不吃驢，這兩隻動物保護神
人，動物比人還聽上帝的話，馬克吐溫說: 「在所
有的動物當中，人類是最殘酷的，是唯一將自己快
樂製造在別人痛苦上的動物。」「人是唯一會臉紅
的動物，也是為一該臉紅的動物。」
這個神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十字架，我們的人生
終點需要有耶穌的寶血遮蓋，我們要有十字架的概
念並且活在祂面前，否則我們比動物還差，動物
聽上帝的話保護神人，神人是人當中最好的，嬴過
老先知和耶羅波安，不過最後還是靠兩隻動物來保
護。你我要有終點的概念，你需要十字架讓耶穌來
遮蓋你，你要面對標竿，終點比起跑點更重要，不
要把疫情當作懶惰的藉口，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
從今天的信息，這些人的墓碑得到警惕，讓我們每
個人不再消費上帝，而是真實的跟隨神。
題目思考:
1.你曾經看過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墓碑？為何讓你印
象深刻？
2.你希望自己未來墓碑上被寫上什麼文字?請和大家分
享。
3.透過今天的信息，帶給你什麼心得和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