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為阿富汗地震傷亡禱告，求主顧念死傷
者，並在拯救及重建行動中施恩。

台灣:暑假將至，求主保守民眾出遊平安。也
為暑假期間家長與孩子的相處禱告。

教會
1、求主施恩，讓我們成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明
白主的心意，與人恢復和好的關係，成為主
的器皿，一生為主所用，榮耀主名。
2、教會有部份肢體染疫確診在家休息，求主使他
們賜下平安與保護，能早日康復，也為同工
的牧養禱告，讓我們仰望主恩，仍能用通訊
設備彼此關懷。
3、感謝主!汪川生牧師聲帶切除手術順利，求主
仍看顧保守，能早日康復，没有後遺症；謝
麗華牧師的父親安息主懷，求主安慰遺族，
追思籌備盡都順利。

～報告事項～
1、 聖餐主日 下主日為聖餐主日，請肢體預備
心，願意遠離罪惡並修復與神和人的關係，以
敬虔的心領受主的聖餐。
2、 目前主日崇拜為實體與線上同步，進出教會請
量體溫及酒精消毒，保持社交距離；若有感染
症狀、身體不適，鼓勵線上崇拜並居家自主健
康管理，期間仍請肢體彼此電話關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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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華事奉禱告信
親愛的主內肢體和家人：平安！
    這次到奧斯陸參加陳若薇傳道的按牧禮拜，竟有
意想不到「尋根、團圓」的奇妙收穫！
    若薇在台北救恩堂受洗、參與兒主事奉。高中畢
業後隨家人移民加拿大，完成大學及神學院學業，
全職事奉。幾年前與夫婿Glen 一同受邀前往挪威宣
教，受加拿大宣道會差派與奧斯陸福音堂配搭。接受
按牧正是北歐華人教會聯合教牧團對若薇事奉的高度
肯定。
     台北救恩堂是由挪威宣教士吳和平(Helga
Waabeno)和魏德心(Gertrude Fitje)，1951年藉護理
工作和英文查經班開始。二人屬挪威差會(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奧斯陸福音堂從六月中開始
租用NMS的辦公室和禮拜堂，意外地成為若薇按牧的
地點。來自宣教士建立之教會的肢體，如今在差會所
在地宣教，讓若薇、Glen和我們都感受到「尋根和團
圓」的恩典，令人振奮！
    我們在慕尼黑退修會的服事也非常蒙福！教會經
過長時間線上聚會，今年春天恢復實體後，發現在肢
體關係和真理教導上，有許多需要強化調整之處。四
天三夜的退修會確實提供了許多溝通和密切互動的機
會，也看到神的恩典透過講台、團契生活多多顯明出
來。在教會牧者和同工的信任中與他們配搭，傳講很
釋放，回應也很正面。
代禱事項
1、麗華的父親於6月22日安息主懷，請為後事安排禱
告。
2、6月24日學期結束，求主思待歐華師生同工有個美
好的暑假。
3、元威的講道服事：6/26巴黎新焦點教會主日，參
與校友傳道就任。7/3杜塞道夫華人教會線上證道，
7/17台北救恩堂主日，7/24榮中禮拜堂主日證道。
4、請繼續為麗華的論文禱告，已在最後階段，盼能
儘早完成。
5、元威每兩年教一次「信義宗教會史」，今年排在
7月25-26日以及8月8-9日，請為備課及上課的果效禱
告。
6、求主恩待我們的返台行程(6/29-8/22)，盼暑期時
間有美好利用。
7、元威的歐華院長任期將於年底屆滿，我們還在尋
求未來的道路，求主顯明他的引導。
  以馬內利！
元威、麗華202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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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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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 日 ) 2022 . 7 . 3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敬拜一團
敬拜四團
林照玉 牧師
唐漢光 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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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仁章 陳麗書
董仁章 姜俊良
吳秀梅 陳慧貞
吳秀梅 陳慧貞
林尚水、邱美葉
林尚水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6. 13 (一）～2022. 6. 19 (日)
自由奉獻 --2,000元 收入
238,910元
主日奉獻 1筆
1,000元 支出
2,769元
十一奉獻 14筆 84,0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2,010元 A弟兄    ＄5,500元
特別奉獻 1筆 15,000元
建堂奉獻 2筆
4,000元
宣教奉獻 7筆 128,900元
慈惠奉獻 ----鮮花奉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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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鄭信弘教師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馬太福音17:20

四、證道……………………林照玉牧師
活出生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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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有能力】
我的盼望 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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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能戰勝仇敵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還得勝有餘

【我要一心稱謝你】
我要一心稱謝你 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 為你慈愛和誠實稱讚你名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 因你慈愛永遠長存
我雖行在困苦患難中 你應許必將我救活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 因你的名大有榮耀
我呼求時你必應允我 鼓勵我 使我心裡有能力

【只願得著你】
你的恩典，領我到至聖地
俯伏在你的榮光裡
我一無可誇 只誇認識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因你恩典 我站在至聖地
敬拜你 在你的榮光裡
我一無所有 唯有生命獻給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至為寶貴的主 誰能與你相比
我將萬事拋棄 為得著你
至為聖潔的主 單單降服於你
主 求帶領我 傾聽你心意
得著基督要我得著的

叁 本週話語教材
Yes, I do.                      ⊙楊翠琳神學生
經文：使徒行傳廿六章1-23節
如果現在要你選出生命中最重要的10種事物，你
會怎麼排序呢？如果必須刪去這些重要事物，你覺得
你最後會留下什麼？這個過程，會使我們覺察自己最
重視的到底是什麼。而使徒行傳26:1-23的主角保羅，
他也有著一個翻轉他人生的「生命至寶」。這個至
寶，甚至使保羅即使面對敵人——羅馬官員非斯都和
亞基帕(徒25章)，都沒有退縮。
1. 堅定不移的目標
雖然保羅面對著不公平的審訊，但他仍然感到慶
幸。從1-3節可看到，無論這場辯論大會的背後，藏
著多少盤根錯節的陰謀，藏著多少想要將自己置於死
地的敵人，保羅一心所願的，只是一個耐心聆聽的對
象，一顆能夠聽見福音的心。
即使在生命遭遇威脅的時刻，保羅所關注的重點
只有一個，就是傳福音——這是保羅作為基督徒，最
堅定不移的目標。因為，這福音對他人生的影響是顛
覆性的，這個福音徹底翻轉了他的人生，也影響了他
面對人生的態度。
為什麼基督的福音，能夠對保羅的人生產生如
此巨大的影響力？要回應這個問題，首先要來看4-11
節，就是他在成為基督徒之前，如何作一個嚴謹的法
利賽人。
作為21世紀的基督徒，「法利賽人」對我們來說
大概是個相當負面的身分；但是對於保羅時代的社會
來說，「法利賽人」是相當受尊敬的—雖然他們被耶
穌指責，總是只在外表的行為上遵守律法，但是嚴謹
遵守這些律法的法利賽人，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權威
和地位，也擁有深受民眾支持的政治力量。
這就是保羅之所以提起這個從前的身分的原因。
他真正的潛台詞是：自己是不該受審的。如果他是為
了利益、為了權勢、為了地位，那麼他只要繼續做法
利賽人就好了。這樣，他就可以繼續享有法利賽人的
社會地位。這一點足夠引起聽眾的好奇心——到底是
怎樣的「生命至寶」，可以讓保羅丟下這些地位權
勢、丟下他原本的生活？
在6-11節，保羅進一步解釋，以前他之所以選擇
成為法利賽人、逼害基督徒這條路，是因為「指望神
的應許」；而今天他被猶太人控告、在亞基帕王面前
受審，仍然是因為「指望神的應許」。他的目標，從
來都沒有改變。
2. 生命唯一的解答
明明對神應許的指望是一樣的，為什麼保羅前後
差這麼多？這就直接進入到12-14節。在逼害基督徒
的路上，保羅遇見了自己逼害的對象——耶穌基督。
耶穌充滿憐憫地與保羅對話：「為什麼逼迫我？你用
腳踢刺是難的！」這是希臘的通俗格言，代表被管理
的人像牛一樣不自量力，想要反抗有能力的管理者，
就是自找苦吃。耶穌對保羅，可說是愛之深、責之

切。
但是，耶穌並沒有停在這裡。祂不只憐憫保羅所
受的傷，從15-18節可以看到，耶穌更清晰地指引保
羅正確的方向。祂向保羅指出，逼迫基督徒是在「用
腳踢刺」，而去傳揚這個保羅正在逼迫的宗教，是
「從黑暗中歸向光明」。這和保羅一直以來的認知，
完全是反過來的！但是，指望神應許的目標仍然不
變，只是耶穌向保羅提出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方法！
耶穌親自告訴保羅：我才是你一直想要的答案！
雖然保羅是個「超級使徒」，而且還是2000多年
前的古人；但是從他信主的經歷看來，他和現代基督
徒其實沒什麼兩樣。我們都會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追
求「神所應許的祝福」。保羅想要求得「神的應許」
這個答案，但是他套用了錯誤的「法利賽公式」，而
且還頭很鐵地覺得其他公式都是錯的；而耶穌就是一
個溫柔的老師，告訴保羅也告訴現代的基督徒，正確
的公式是什麼，並且指引他一步步走向正確答案。
至於作為學生的保羅，從19-23節看來，他也是
個好學生。這是保羅對耶穌呼召的回應。無論是在不
同地方傳福音的時候，還是站在亞基帕王面前的時
候，福音的呼召，始終是保羅生命的指南針——他總
是讓福音來決定他的選擇，讓福音來決定他的人生方
向。
這是主耶穌對保羅的呼召，也是對我們的呼召。
走錯路不要緊，我們每個人都走錯過；但是現在我們
已經聽從了福音、知道了正確的道路，對於這個明確
的目標，我們是不是堅定不移？上帝所交託給我們的
福音使命，是否真正成為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自己曾經交過一任價值觀與我嚴重衝突的男
友，當時始終無法下定決心分手。最後讓我回頭的，
是上帝親自的呼召。祂將我從職場呼召回到教會，告
訴我：我是祂所呼召所建立的工人，要成為全職事奉
的傳道人。當上帝明確的呼召臨到，我終於不得不面
對我和前男友在信仰和未來規劃上的巨大鴻溝，下定
決心提了分手。其實我在上一段感情裡，我真的非常
努力。努力地跟前男友溝通，也很努力地改變自己。
但是如果這段感情不能使我服事上帝，甚至使我離福
音的使命愈來愈遠，那麼無論我有多努力、付出了多
少代價，我仍然是走錯路了。
是福音的使命，將我從錯誤的感情路上挽回過
來；也是福音的使命，將保羅從追求應許的錯誤方式
上挽回過來。我們的人生，也許曾經追求過很多東
西，財富、名利、婚姻、愛情，無論是什麼，最後我
們會發現，只有救恩才是真正可靠的。一旦離開了救
恩，我們就只是不斷在自我傷害。
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想想，此時此刻，我
們的生活，是否以基督救恩為根基？是否以福音使
命為中心？我們是否正為著神的應許而活著、為著
神的應許而奮鬥？
從主耶穌溫柔地將我們挽回到正確的路上那一
刻起到現在，從我們受洗成為基督徒的那一刻起到
現在，我們是否能堅定地宣告，直到如今，「我沒
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無論是保羅還是現代基督徒，都應該很清楚，
主耶穌的道路，是一條和世界不一樣的道路。我們
從前還沒認識主的時候，會按著自己的意思，選擇
那些「我認為正確」的路——就像保羅，他也曾經
以為，逼迫耶穌的名、逼迫跟隨耶穌的基督徒是正
確的；但是主耶穌卻告訴我們，當我們和主站在對
立面、當我們選擇違背福音的路時，我們就是在自
找苦吃！唯有耶穌自己，是我們生命唯一的解答！
當我們接受主耶穌，選擇成為一個基督徒，其
實我們也和保羅一樣，領受了從天上而來的異象。
主領我們從錯誤的道路上回轉過來，指引我們正確
的方向，而我們是否始終堅定地走在這條正確的道
路上？當世界質疑我們，取笑我們為什麼選擇一條
吃力不討好的路，我們是否仍然堅定地走在福音的
道路之上，往神的應許堅定前進？
主耶穌交給我們的使命，始終是不變的——祂
要我們為福音而活，為傳揚基督的名而活。當我們
一天天地過著我們的生活，我們是否記得上帝的呼
召？是否記得我們的使命？
保羅在生死關頭，第一件想到的事，仍然是傳
福音的機會，這是因為他將福音視為他的生命至
寶。保羅的生命，始終是以福音為中心的。那麼，
我們的生命呢？從受洗的那一天起直到如今，我們
是否容讓福音持續在我們的生命裡動工？我們不是
為了要得到福音而努力，但是如果福音真實存在於
我們的生命，那它就應該具有翻轉我們生命的影響
力。可能在某些時刻，像是保羅站在亞基帕王面前
的那種時刻，傳福音、堅持福音是很困難的事，但
在這些時刻裡，我們是讓福音成為我們的第一位？
還是讓其他事物成為我們的第一位？
當我覺得讀書壓力很大的時候，我還願意為我
的朋友禱告嗎？當我被老闆逼著交出進度的時候，
我還記得在戰爭中受苦受難的難民嗎？當我被經
濟壓力煩到焦頭爛額的時候，我還記得上帝的提醒
嗎？
今天，當主耶穌再一次向你發起呼召，邀請你
為福音而活，你的回答是什麼？
當我們接受耶穌為救主，當我們接受洗禮，當
我們領受聖餐，我們真正所說的，是向著我們所宣
認的神說：「我願意。」是與我們的神建立最神聖
的盟約。那麼，從開始的那刻到現在，到我們人生
終結的那一天，我們應始終堅持：「是的，我沒有
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弟兄姊妹，願我們不忘記自己所許下過的誓
言。曾經我們如何向上帝堅定地說出「我願意」，
但願今天我們仍然堅定地，向祂說：Yes, I do.
題目思考:
1.你的生命裡最重要的10個事物是什麼？它們如何影
響你的生活？
2.你認為福音對你有什麼影響力？你是否曾經使用這
種影響力去影響他人？你認為這種影響力可以如何
被使用？
3.你認為作一個基督徒困難嗎？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