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許多國家通膨嚴重，求主賜下智慧幫助
各國政府能制定好的政策來因應，保守世界
經濟的穩定與平衡。

台灣: 近日疫情緩步下降，而學生們進入暑
假，求主保守大家的出入平安，也仍能儆醒
做好防疫工作，不讓疫情再次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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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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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康復，目前陸續有
小組恢復實體聚會，求主保守，讓我們疫情
中，仰望主恩，彼此關顧。
3、感謝主!汪川生牧師聲帶癌手術順利，未來定
期追蹤，無需治療，求主賜恩，聲音和吞嚥
都能康復；廖元威牧師伉儷已平安回台，目
前居家隔離，求主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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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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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10（日）中午12：30召開長執會議，副堂集
合，請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5、曹楚善姊妹將於7/10前往台中教育中心參與為
期一個半月的麥子密集班接受培訓，預備自己
為主所用，請大家在禱告中為他紀念代禱。

伍 陳貞蓉教師代禱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疫情不斷發展，沒想到五月中我們家也中獎了，
確診後發現確診不是最累的，之後的後遺症才讓人吃
不消，連續咳嗽咳了一個多月，身體也比較容易感到
疲倦，但很感謝主因我們一開始發現姑姑快篩陽性，
就開始廿四小時戴口罩，因此直到我和旭志接連確診
直到痊癒，兩個小孩都沒有被我們傳染，實在是感謝
主的恩典和保守，上週帶著全家去嘉義，我去做健康
檢查順便帶他們去走走，在嘉基也聽到護士們在聊疫
情，求主掌權讓疫情可以不斷的下降，每天看到幾萬
例確診以及破百例的死亡，還是讓人感到不安，求主
保守台灣的平安，世界的發展。
上週日一幾位執事同工一起前往三芝看一間找到
的房子，感覺還蠻不錯的，順利的話這個月可能就會
簽下租約，之後就會開展一些當地的事工。目前有想
要進行的有兒童和青少年的課輔班、外配的關懷事
工、以及長青的才藝課程，多寶幼稚園畢業即將進入
小學，我也打算去和學校接觸，盼望有機會在那裡開
展彩虹生命教育事工，透過彩虹來接觸學校的孩子，
再邀請來參加教會的兒童營會或課輔班，想要做的事
情有很多，但也都需要一步步的規劃實行，求主幫助
為我們開道路，讓我們能夠在三芝為主建立教會、得
地為業。
暑假已經來到，下禮拜要帶領教會幾個孩子參
加總會三天兩夜的夏令營，裡頭有四個孩子是慕道
友，求主動工讓我和他們建立好關係，未來可以繼續
邀請來兒主；我也想要在青少年當中推動暑期讀經挑
戰，透過獎勵鼓勵學生在暑假可以利用時間讀聖經，
除此之外也在思考如何可以利用暑假辦一些活動，吸
引學生邀請同學一起來到我們中間，求主帶領讓我們
即使在疫情中也能以諸般智慧來傳揚福音，造就門
徒。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為暑假兒童夏令營一切平安順利、暑期學生一切的
活動規劃安排禱告，求主賜福帶領，讓我們能善用
暑假，有美好的造就和傳福音的行動。
2. 為三芝人心的柔軟和一切所需資源禱告，求主持續
引導開路；也為三重高中和金甌女中社團禱告，求
主在這些社員身上工作，讓我們能有好機會和他們
分享福音。
3. 為兩個孩子的成長和旭志工作有神引導同在禱告，
求主讓多寶樂寶有好的學習，各樣發展都有神的祝
福；旭志在外送工作上有神保守一切平安禱告。
4. 為長輩身體的狀況可以穩定、平安健康，家人心能
柔軟，讓福音能進到我們家族中有全家歸主的恩典
禱告。
「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他的名；為那坐車行過曠野
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華，要在他面前歡樂！」
詩68：4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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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人
暫停

教會禱告會/ 7月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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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7 . 3 ( 日 ) 2022 . 7 . 10 ( 日 )
總召
黃俊元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司會
邱皇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敬拜團
敬拜四團
敬拜二團
講員
唐漢光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音控
朱德弘 執事
劉世煌 弟兄
錄影
顏士閔 弟兄
林憲佑 弟兄
投影
曾頎峰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董仁章 姜俊良
謝福餘 陳乙瑄
招待
吳秀梅 陳慧貞
張永儀 陳希愛
鮮花
林尚水
董仁章
聖餐：董仁章，陳麗書，郭瑞玲，羅秀宜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6. 20 (一）～2022. 6. 26 (日)
自由奉獻 --2,294元 收入
110,070元
主日奉獻 5筆 12,200元 支出
70,783元
十一奉獻 7筆 30,0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 芥菜種會 ＄10,200元
特別奉獻 1筆
1,500元 A弟兄     ＄3,600元
建堂奉獻 2筆
3,000元 B弟兄     ＄3,000元
宣教奉獻 5筆 60,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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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邱皇銘執事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邱皇銘執事
經文：啟示錄二：4

四、證道……………………唐漢光執事
回到起初的愛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祢為何揀選我)…邱皇銘執事
七、報告……………………邱皇銘執事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神哪！我要讚美你】
天屬你 地也屬你
神哪！我要讚美你
世界屬你 是你建立
神哪！我要讚美你
南北屬你 是你所定
神哪！我要讚美你
公義屬你 慈愛屬你
神哪！我要讚美你
哈利路亞

【每當我瞻仰你】
每當我瞻仰你至聖榮面
每當我在愛中仰望你
在你榮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何等喜樂當我進入你心意
我全心成為你愛的寶座
在你榮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敬拜你

【祢為何揀選我】
1.主你為何從萬人中 揀選我做你兒女
你知我過犯那麼多
喔主 你赦免了我 掩面不看我罪過
賜下愛子耶穌拯救我
2.何等奇妙至大真神之愛 竟然臨到我
我願歌頌讚美主名
救主恩典多稀奇 救主憐憫大又多
使我細思量難明瞭
*喔主幫助我成為你的樣式
順服主的旨意永不渝
如今獻生命為主而生活
與主一同行到永遠

叁 本週話語教材
活出生命的色彩                    ⊙林照玉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十七章20節
廿多年前我也是救恩堂的一份子，早期我和葛銘
寶牧師、衛牧師一起在這裡的服事，一起到台灣各個
角落以及國外，有美好的事奉。回想過去，五十多年
前我去到花蓮的芥菜種會，因著他們對原住民的事
工，現在台灣原住民的牧者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從芥菜
種會出來，在玉山神學院、台灣神學院接受裝備，後
來在各地服事。
我自己的家庭因著貧困不讓我讀書，但因著我喜
歡讀書，便偷跑到花蓮受芥菜種幫助，兩年習藝所、
三年護理訓練，之後我便到了台北馬偕醫院讀護校，
畢業後便成了馬偕醫院的護士。而在有一天，看到電
視「五燈獎」的節目，我自認我也能唱，便報名參
加，感謝主，神便使用了我的聲音，來成為傳福音的
管道。之後便是在這裡，被葛牧師、衛牧師按立為傳
道。自此我便以信心，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主，如同
那一粒芥菜種子，我從孫理蓮、孫媽媽身上學到了，
我要藉著信心和盼望，活出生命的色彩。
在這裡，我要獻唱的第一首詩歌，這是原住民的
一首詩歌，我們一起透過這首詩歌來讚美主。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門，
（阿美族語）
o lah no ka-was ko sa pi o lah
no ma ko a mi o lah ti so wa nan
i fa lo lo i so i va ay ci-yis
o lah no ka-was ko sa pi o lah
hmeken i ta pa ra diwen ta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門，
我要 高聲開口讚美祂，
衪是創造天地的耶和華，
衪名為至高配得都屬衪讚美，
我的全心全人都屬衪，
讓我們向祂敬拜，
同心高聲唱，
哈利路亞。
五十多年前我在花蓮芥菜種會的護理班，我從小
的心願就是要當護士，希望能夠成為一個有愛心的
人。因為我看到有人流血生病，我就會在他們身旁陪
伴他們一起哭泣。因此在我心裡我覺得我應當就是要
做這個工作。三年受訓後全班的前三名可以被保送到
台北馬偕讀書，感謝主我就以第三名被送了上去。在
台北我擔任了八年的護士，就開始上五燈獎。
之後我發現，以前是救人的肉體，當我願意將自
己奉獻給主，上帝給了我一個很大的異象，救人的靈
魂比救人的肉體更重要。因為我渴望自己能夠拯救更
多人的靈魂，因此我便將自己的人生奉獻給主，直到
現在。

這四十多年來，神從來沒有改變，祂帶領我走遍
台灣各個教會、各個角落，只要有人找我去我時間允
許，我都願意去，我也求上帝給我健康的身體，這便
需要從神來的信心和盼望。
神給每個人的異象和恩賜都不同，你渴望神如何
的帶領你呢？我們是否安逸於現狀不想改變，盼望主
幫助我們能夠走出去，為主傳福音。芥菜種會有五個
信念，以下一一和大家分享。
一、信心
「耶穌說：神的國好像什麼？我拿什麼來比較
呢？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園子裡，長大成
樹，天上的飛鳥宿在他的枝上。」(路13:18-19)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
的。」(雅2:26)
芥菜種子比百種都小，但長大後卻比許多樹都
大，可以讓飛鳥在其中安歇，我們的信心也是，即使
一開始信心微小，但當我們成長後便可以成為許多人
的幫助，將福音分享出去成為多人的祝福。
二、愛心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
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
我們是否有在自己的言語行為等等這些部份保守
自己，能夠成為別人的榜樣？隔外在疫情當下，我們
有沒有為主而活，在生活中活出主的愛。
三、託付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
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
的神喜歡。」(帖前2:4)
神把福音的使命託付給我們，我們就好好去做。
四、堅持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
裡有分了。」(來3:14)
孫媽媽為了神所託付給他的使命，堅持到底，使
得我們在當中得到莫大的祝福。因此現在我也願意為
芥菜種會站出來盡上一份心力。我以成為一個芥菜種
會的人為榮。我們都是被孫媽媽照顧、支持，以愛心
培育我們，因著孫媽媽的堅持，而有了今日的我們。
五、豐盛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
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
耀」(弗1:18)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
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
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
遠。阿們！」(弗3:20-21)
在我生命裡這五個信念幫助我直到如今，因此我
不會忘記芥菜種會在我生命中給我的造就，而我們從
芥菜種會得到的幫助，到今天我也可以把這些祝福分
享出去，現在我不只是在台北佳音教會擔任宣教牧
師，在台北只要關於原住民的事工，上帝都特別把這
樣的負擔放在我的心裡，讓我願意去參與。相信上帝

在你我的身上，都有祂的託付。
當我們心裡有渴望，我們就可以大膽和上帝
求，在我參加五燈獎之後，有一天就有人告訴我可
以去灌唱片，把自己的聲音留下來。後來我便灌了
唱片，隔年該唱片也入圍了金曲獎，因著入圍便開
始邀約不斷，大家也知道我是牧師，因此我要求所
有的邀約，裡頭一定要有一首讓我唱詩歌。
後來我也和我女兒一起服事，她後來也成了傳
道人，我們每年帶著我們的藝術團前往大陸服事，
上帝給我們好聲音，讓我們可以來榮耀神。接下來
我要再獻唱一首詩歌，因祂活著：
1.神差愛子祂名叫耶穌
祂賜下愛醫治寬恕
死裡復活使我得自由
那空墳墓就是我得救的記號
2.何等甘甜靠耶穌基督
祂帶給我滿足喜樂
更覺安慰乃是我確信
我能面對未來坎坷因主活著
(副歌)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祂活著
「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這句話就是孫
媽媽所說的話，這也成為我們服事的信念，「愛就
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這是孫越說
的話，佳音教會成立了藝人之家，透過藝人的號召
力，可以影響更多人來認識主。「當你有了愛，可
以走遍天下，沒有愛寸步難行。」這就是我在芥菜
種會裡頭所學會的，孫理蓮宣教士就是一個以信心
來分享愛的人。
從1901年~1983年，孫理蓮是個道地農家女
孩，1927年與孫雅各牧師結婚，生了一男一女，後
來到台灣，1957年在北部成立愛心育幼院，並在台
南成立烏腳病憐憫門診，並於埔里成立馬利亞產
院、山地基督教中心診所，以及肺病療養院。自
1951年開始每月撰寫募款信，傳遞台灣的現況與需
要。成立花蓮習藝所，成為技職先驅。她也被稱
為台灣「山地之母」、「盲胞之母」、「孤兒之
母」、「痲瘋病人之母」。他幫助了近百萬的百
姓，一生為貧苦失依人們的需要竭盡所能的付出，
為台灣奉獻長達五十一年。
題目思考:
1.你對芥菜種會的認識有多少？透過今天的分享，對
你有什麼樣的啟發和看見？
2.上帝在你的身上有什麼異象和託付?你要如何完成上
帝的託付?
3.要如何能活出生命的色彩？透過今天的信息，對你
有什麼心得或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