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為印度因宗教而起的外交問題禱告，求
主特別祝福穆斯林群體，在這些群體中興起
福音。

台灣:為疫情、俄烏戰爭、通貨膨脹止息，政
府能夠作出完善的因應措施禱告。也求主安
慰疫情中失去親友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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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份肢體染疫在家休息，或身體有病痛需
就診治療者，求主賜下平安與醫治，保護他
們早日康復，也為同工的牧養禱告，能仰望
主恩，關懷軟弱肢體。

～報告事項～
1、 歡迎新朋友蒞臨本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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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後12：30召開長執會議，地點副堂，請
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4、 今年信徒靈修會將於8/20及8/27兩天下午2-5
點以線上方式舉行，講員為劉幸枝老師，題目
為:上帝是我的總舖師--從《以斯帖記》看八
場筵席，欲報名者請洽行政辦公室。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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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人/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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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日 ) 2022 . 6 . 19 ( 日 )
陳貞蓉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潘振宇 弟兄
敬拜二團
敬拜三團
魯瑪夫
楊翠琳 神學生
劉世煌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邱皇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曾頎峰 弟兄
李佾靜 姊妹
陳渫聰 李傳婕
陳渫聰 李傳婕
梁柏榮 顏士閔
梁柏榮 顏士閔
陳麗書、陳汝龍
龍乃詒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5. 30 (一）～2022. 6. 5 (日)
自由奉獻 1筆
2,600元 收入
212,650元
主日奉獻 2筆
1,600元 支出
437,272元
十一奉獻 26筆 176,25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3筆
3,700元 A弟兄    ＄2,000元
特別奉獻 ----- B姊妹    ＄1,000元
建堂奉獻 3筆
4,500元 C姊妹    ＄1,000元
宣教奉獻 7筆 10,000元 D姊妹    ＄1,000元
慈惠奉獻 2筆 11,000元
鮮花奉獻 2筆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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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 三一主日（白）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陳貞蓉教師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陳貞蓉教師
經文：馬太福28:18~20
金句:使徒行傳1:8

四、證道……………………魯瑪夫弟兄
關鍵少數福音未得之民
五、奉獻……………………陳貞蓉教師
六、報告……………………陳貞蓉教師
七、祝福……………………陳貞蓉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每一次我讚美主】
我的心哪 你要全心全力稱謝讚美主
因祂信實廣大 慈愛永存
我的心哪 你要一天七次稱謝讚美主
因祂恩典夠用 使我剛強
每一次當我感謝讚美主的時候
困境試煉使我遇見主 你為我成就大事
超過所求所想 我呼喊哈利路亞
每一次當我感謝讚美主的時候
仇敵攻擊變為勝利凱歌 你為我差遣伏兵
擊敗所有仇敵 我要永永遠遠稱謝讚美主

【常常喜樂】
常常喜樂 向主高歌 不論環境如何
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顧 相信就能蒙福
常常禱告 耐心等候 主做事有定時
流淚撒種必歡呼收割 相信就有喜樂
下垂的手再一次舉起來 封閉的心再一次敞開
拋開一切憂慮 放下一切重擔
來到主的面前 我喜樂滿懷
冰冷的心被主愛來溫暖 乾涸的靈被主愛充滿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台
死蔭幽谷一路有耶穌陪伴 祂永不離開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 我要時時稱頌祢的名
祢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縱然仇敵圍繞攻擊我 在祢懷中必不怕遭害
祢是我的神 我所倚靠的 祢同在使我全然得勝

【祢的恩典夠我用】
物換星移幾十載 唯有祢愛不更改
每個季節恩典脂油滿滿
雖然經過水和火 靠著主我就剛強
每時每刻祢與我同在
祢的恩典夠我用 能力覆庇我軟弱
靠著耶穌得勝又得勝
我要唱著祢的愛 永恆無盡頭的愛
永不離棄 一生常相伴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伸出友誼之手-誰是好撒瑪利亞人      ⊙彭書穎弟兄
經文：路加福音十章25-37節
來教會只要超過三年，大概一定會聽過好撒瑪利
亞人的故事，從兒主就會接觸到這個故事，這個故事
也不只基督徒知道，很多人也都有聽過，而好撒瑪利
亞人的這個故事有一個前言，就是一個律法師來試探
耶穌，問耶穌要做什麼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反問他：
「律法上寫的是什麼？」這個律法師是有備而來，他
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這個回應牽涉到兩個範疇，第一個是縱向的關
係，「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神」，是人與神的關係，第二個是橫向的關係，「又
要愛鄰舍如同自己。」是人與人的關係。今天我們會
比較多來探討這個橫向的關係，當你想到「鄰舍」，
你會想到誰？可能是你的同學、同事、鄰居、或是喝
茶打牌的朋友，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現在在台
灣，我們身旁可能有出現一個新的鄰舍，也就是「穆
斯林」，大家可能會疑惑，我們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有的！有許多來到我們中間的外籍移工，我們所請的
外籍看顧，「印尼姊姊」，以及一些從東南亞嫁到我
們中間的新住民，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穆斯林，百分
之九十五來到我們中間的印尼人都是穆斯林。
許多人一想到穆斯林，可能第一個聯想就是阿拉
丁，想到黃沙滾滾的沙漠，或是被歧視的穆斯林女
人，全身包得緊緊的只露出眼睛。事實上對於穆斯林
來說，穆斯林不是一個宗教，而是一個價值觀，一個
世界觀，在穆斯林的眼中，神聖和世俗不是二分，而
是結合在一起的。
「穆斯林」（回教徒）這個字，就是阿拉伯文
「伊斯蘭」（回教）這個字根的延伸，意思就是「和
平的人」、「順服神的人」。或許很多人會感到疑
惑，很多穆斯林都讓人聯想到恐怖份子、自殺炸彈
客，這是另一個複雜的議題，未來有機會再和大家分
享。現在全世界的人口約七十八億人，裡頭有四分之
一的人是穆斯林，也就是十八、十九億人，裡頭的分
佈大概百分之二十是在北非、中東這些沙漠地區，而
百分之六十二的穆斯林是在我們身邊的東南亞、南
亞，全世界最多穆斯林的國家是印尼，有二點二億穆
斯林，第二名是印度，約二億穆斯林；這些國家離我
們並不遙遠，很多都是我們會去旅遊的國家。
此外，並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大多數
的穆斯林就如同你我一般，過著普通的生活，有許多
名人也都是穆斯林，例：拳王阿里。阿里這個名字是
穆斯林裡取名熱門的第三名。在穆斯林世界裡許多人

都取名為阿里。許多穆斯林名人不但不是恐怖份子，
還為這個世界帶出許多貢獻。例：馬拉拉等等。

道耶穌的用意，但他還是不願意接受，就轉個彎回
應耶穌：我懂，就是那憐憫他的人。

事實上穆斯林非常的多樣，有許多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穿著，不同的文化和習性。許多穆斯林對信仰
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和行為。即使是基督徒
也是如此，會有不同的想法、不同對信仰的看法，
不同的文化習慣等等。

事實上我們自己也會，有時候兒主裡提到這個
故事，總會問小朋友說：「小朋友，大家可以想想
我們周遭有哪些人是我們可以去愛、去關心的？」
這個感覺好像是我們有主導權，我們在挑誰可以讓
我們去愛，雖然教會的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我
們能力有限、經費有限、甚至愛心也有限，耶穌的
意思也不是要我們成為救火隊，好像任何人有需要
都要像這撒瑪利亞人這樣，而是希望我們可以有個
態度，當看到有人需要我們伸出援手時，我們是否
願意停下腳步來幫助他，我們常問：「誰是夠資格
讓我愛的鄰舍？」而耶穌的反問是：「你是憐憫人
的好鄰舍嗎？」「你願意成為別人的好鄰舍嗎？」

許多人聽到這裡，可能還是會有「蛤！穆斯林
是我們的鄰舍？」這樣的想法。許多報章雜誌或是一
些人都會告訴我們一件事，伊斯蘭教是我們基督教最
大的敵人，伊斯蘭教不就是那末日的敵基督、大淫
婦？如果他們是我們的敵人，那怎麼做鄰舍？這本身
是不是有衝突，究竟是誰對誰錯？不只是基督徒這麼
說，學者也提出這樣的看法，「二十一世紀伊斯蘭教
給基督教的挑戰，可能較諾斯底主義對早期教會的挑
戰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是這樣嗎？
我們先跳脫出來看看，目前教會碰到的挑戰：
1. 年輕人各種活動多，有代溝
2. 上班族工作壓力大
3. 無力回應社會議題
4. 基督徒二代流失
在這些挑戰中許多基督徒漸漸失去了活力和見
證，這不只是台灣教會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教會都
在面對的問題，然而這所有的挑戰，哪一個是由伊斯
蘭教造成的？事實是沒有，其實基督教二十一世紀的
最大敵人不是別人，不是伊斯蘭教，而是世俗主義！
許多人信主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榮耀神，而是為了讓自
己得到更多祝福，可以過更好的生活，所以若說我們
的敵人，有另一個可能最大的敵人是基督徒自己！
回到今天所讀的經文，耶穌對這個律法師說了一
個比喻，有個人在路上被強盜搶劫，被打個半死，結
果後面一個祭司經過，沒有反應就走過去了；之後又
來了一個利未人，也沒有反應就離開了，最後來了一
個撒瑪利亞人，這個撒瑪利亞人救了那人，把他帶到
旅店還付錢請店主照應那人。耶穌問那律法師，請
問哪個人是那人的鄰舍，律法師回答：「是憐憫他
的。」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是否覺得像是個happy
ending，耶穌舉了個好例子，律法師也學了一課，但
我覺得是有些奇怪的地方，為何律法師不直接回答耶
穌「撒瑪利亞人」，而要回答「是憐憫他的。」或許
和律法師本身對撒瑪利亞人的好惡有關，讓他連唸這
個名字都不願意，事實上耶穌也知道，耶穌講這個比
喻，其實有個用意就是告訴這個律法師：「你最討厭
的這個人，可能就是你的鄰舍。」你最不想愛的那個
人，可能就是你要去愛的人，而律法師也很聰明，知

祭司、利未人這些我們熟悉的角色，我們認為
他們披著敬虔的宗教外衣，但內心殘破不堪，失去
了「起初的愛心」，然而回到我們自己身上，我們
是那個「好撒瑪利亞人」嗎？當我們都在批判別人
的時候，我們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和他們不一樣，
真實的在跟隨耶穌？當有需要的人來到我們面前
時，我們的反應為何？我們會用一些理所當然的理
由去拒絕別人的需求嗎？
讓我們停下來的原因，就是因為「愛」，如果
少了愛，少了行動，那我們的生命和那些祭司、利
未人可能也沒有什麼兩樣，我們還可以自稱是耶穌
的跟隨者嗎？
耶穌的死與復活，不只為了你我，也為了18億
還沒認識耶穌的穆斯林。不要再問：「誰是夠資
格讓我愛的鄰舍？」應該問：「我願意做別人的好
鄰舍嗎？」「我願意去愛我的鄰舍嗎？」天涯若比
鄰，你的鄰舍在哪裡？鼓勵我們可以跨出自己的舒
適圈，去接觸尚未聽到福音的人，做他們的好鄰
舍。「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
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
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
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19:33-34)
題目思考:
1.在你的人生經歷裡，誰曾經是你的「好撒瑪利亞
人」？他對你做了什麼？帶給你什麼幫助?
2.對於穆斯林，你有什麼看法？透過今天的信息，是
否帶給你什麼不一樣的看見？
3.你願意成為別人的好鄰舍嗎？在你身邊現在有哪些
人有需要，你可以如何去幫助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