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歐美多地出現熱浪，英國的氣溫更超過
攝氏40度，求主保守不造成災情，並幫助政
府百姓積極面對，盡力做好環保。

台灣:農曆七月即將來到，求主挪去百姓對邪
靈的恐懼，動工讓人心柔軟渴望尋求真神，
並求主賜下平安在這片土地。

教會
1、感謝上帝看顧我們生命所需，也求主扶持我
們在等侯中仍然信靠祢；求聖靈光照我們的
心，能省察己罪，幫助我們脫離罪惡，成聖
潔的器皿。
2、三芝已找到一合適地點，自八月起開始承租，
求主親自引導當得平安的人來到我們中間，
幫助我們在當地建立福音據點。
3、林慶豐弟兄的母親腹部腫瘤壓迫嚴重疼痛，求
主看顧醫治；也為目前仍染疫肢體代禱，求
主醫治看顧。

報告
1、 歡迎新朋友蒞臨本堂，一次歡迎，永遠歡

迎。
2、 目前主日為實體與線上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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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穆本島跨文化訪宣隊，2022.8.19(五)21(日)，愛穆將帶領前往台中、台南、高雄
進行三天兩夜的跨文化參訪行程，費用約8000
元，目前約有8個名額，若有興趣參與，請洽
陳貞蓉教師。
5、中華信義神學院課程『原生家庭探索與個人成
長』，2022/9/20-12/23(二)晚上7:00-9:20，
地點:救恩堂，由信神馬永年專任老師授課，
費用:4600元，早鳥價:4000元(8/15前報名)，
歡迎報名參加，詳見公佈欄。

伍 何中輔沈佳蓉代禱信
救恩堂兄姐平安：
36年前，中輔、佳蓉分別加入學園傳道會。34年
前，中輔、佳蓉在台北救恩堂結婚。31多年前，佳蓉
在台中生下迦勒。
迦勒要與您分享他的生命歷程（去年12月寫的）
主內平安：
冬天是感恩的季節，感謝神未曾短缺的恩典，也謝
謝受祂感動，一直支持我們家的每個弟兄姊妹，您就
是我主內的家人。
今年，我滿30歲了，大學畢業後經過研究所、服
役、英文雜誌編輯，最終決定回應呼召，進入靈糧教
牧宣教神學院，並將於明年六月畢業。
回顧過往，神真是滿有憐憫、恩慈，和高山或低
谷，祂的手從未離開，這陣子在禱告中，祂特別提醒
我，別忘了有一群祂恩典的傳遞者在支持我們一家，
於是我翻越起父親過去30年前所寫的代禱信，就想到
主說『做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由
衷感謝您，服事我們家如同服事主。
按世界的價值，傳道人在社會上是最微小的，身為
牧家的孩子，我明白全職事奉的難處，成長過程中不
少對父母選擇的路有怨懟，腦袋知道要定睛仰望天上
的永恆，一眼忍不住偷瞄地上的節儉生活。直到兩年
前，我在印尼Proskuneo敬拜學院被神完全得著，經歷
祂難以言喻的榮耀同在，才深刻明白 ，這條路如何
不容易，都是至暫至輕。
目前，我以神學生身份在台中生命之道靈糧堂擔任
青年牧區的主責，陪伴社青、大專和國高中生，每週
要往返台北、台中兩地，體力確實有限，靈裡卻常常
飽滿。主總是以我料想不到的方式供應我糧食，從中
也慢慢體會，能見證、參與弟兄姊妹的認識，經歷神
的過程，是神賜的厚恩。
最後想對您說，是您每一次的禱告和奉獻，鋪陳了
我跟隨主的路，我將把恩典延續，以牧者的身份繼續
往標竿直奔！
（您可以在You Tube搜尋『WOLife青年牧區』）
何迦勒2021.12.18
2022年6月26日 迦勒從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到道學
碩士班畢業，並代表畢業生致詞，他分享的內容既幽
默又真切，我們以他為榮。
您可以在YouTube搜尋『靈糧神學院-第29屆畢業差
派典禮』迦勒的分享可以從30：40開始看。畢業後，
迦勒會繼續在台中生命之道靈糧堂青年牧區服事，請
您在禱告中記念，謝謝！
疫情，加上烏俄戰事，影響著您和我，求主賜下
超然的平安給我們，阿們。 謝謝您每次的代禱與奉
獻。
(郵撥帳號：00155847 戶名：台灣學園傳道會；註
明：為何中輔沈佳蓉）
中輔、佳蓉 敬上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線上直播）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聚會 / 時間/ 地點

地點
人數
正堂
104（35）人
B1/會議室
8人/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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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召
司會
敬拜團
講員
音控
錄影
投影
招待
鮮花

2022 . 7 . 24 ( 日 ) 2022 . 7 . 31 ( 日 )
鄭信弘 教師
潘振宇 弟兄
潘振宇 弟兄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一團
敬拜二團
陳貞蓉 教師
傅世瑩 教師
黃俊元 執事
劉世煌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林羿萱 姊妹
林姿涼 張睿穎
林姿涼 張睿穎
林恆毅 陳希樂
朱宜珩 林祈安
邱美葉、陳渫慧
傅之穎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7. 11 (一）～2022. 7. 17 (日)
自由奉獻 1筆
1,900元 收入
68,400元
主日奉獻 6筆 12,500元 支出
43,336元
十一奉獻 10筆 41,7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2,000元 A弟兄     ＄3,000元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2筆
4,000元
宣教奉獻 4筆
3,300元
慈惠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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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潘振宇弟兄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潘振宇弟兄
經文：王上15章25-30節；16章1-13節；詩29篇10-11節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在黑暗中掌權的神
五、奉獻……(祢為何揀選我)…潘振宇弟兄
六、報告……………………潘振宇弟兄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歡唱】
拯救我們的神啊 祢有威嚴和公義
用大能束腰 使諸海平靜
住在地極的人 看見祢能力
拯救我們的神啊 祢有恩慈和憐憫
祢傾聽禱告 祢赦免過犯
在祢院中的人 親嚐祢的美善
以恩典為年歲冠冕 祢的路徑滴滿脂油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小山也歡呼歌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小山也歡呼歌唱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祢
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我感謝祢
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人生的考驗                       ⊙廖元威牧師
經文：箴三9~14
在一篇專欄文章《Z世代為何失去工作熱
情？》，作者林之晨表示他常被問，同時擔任台灣大
哥大和AppWorks執行長，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他
坦承不太知道如何回答，因為對他而言，工作就是生
活，生活就是工作。他說他每天都迫不及待開始新的
一天，因為他越努力、學習越多、成長越快，公司就
會產生更大成果，台灣會更好，個人越有成就感。他
的結論是「要熱愛工作，關鍵在如何與生活結合」！
基督徒是否也可能對信仰失去熱誠？與生活脫節？我
們需要熱心追求，結合信仰和生活。
我們都朗朗上口：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
識至聖者便是聰明！但如何落實在生活中？箴言三
5~6的描述非常經典：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
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
必指引你的路。
人生總是會碰到許多叉路，面對許多抉擇。求學
的時候，要讀哪個科系？要不要讀研究所？甚至要不
要出國留學？到了適婚年齡，該不該跟這人交往？要
不要和他結婚？求職的時候，該不該接受這個工作？
每件事都需要智慧，仰賴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認定
他，是獲得人生智慧的關鍵！
一、順境和逆境都是人生的考驗
箴言三9~12把用財物尊榮神和被管教兩件事並
列，一時間讓人看不太出二者的關聯和邏輯的必然
性。我們用順境和逆境對比來看，前兩節描述處在豐
富的狀態，描述順境，心想事成、意氣風發。後兩節
的受管教、被責備，顯然帶來悲哀痛苦，描述被否
定、挫敗連連的逆境。人生中的順境和逆境，都是靈
性面對考驗的重要時刻。因為不論是志得意滿、意氣
風發，或挫敗連連、一事無成，都很容易把生命的隱
藏面顯露出來。
我們若願意誠實面對，承認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願意悔改、學習，就會成長，變得更有智慧。但你也
可以否認自己有問題，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那麼你
會越來越愚昧，遠離智慧，活在黑暗中。順境和逆
境，都促使我們面對人生的考驗！
1、顯明心中的陰暗面
十年前《大西洋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研
究半個世紀以來，包括盧安達、巴爾幹半島、印尼、
美國幾個大城市群眾的暴亂，是怎麼發生的。分析各
種資料，發現成千上萬的群眾，多數都是普通、正常
人。他們為了不滿的議題示威遊行，接下去破壞公
物，打破玻璃、敲開櫥窗搶劫貴重物品，嚴重的放火
燒房子、暴力殺戮。
暴亂平息後，接受採訪的人誠實表示，雖然為所
行感到羞恥，甚至後悔，但事發當時，他們完全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沒有身不由己，沒有喝醉酒，沒有神
智不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平常不會做如放火、

打劫、性侵、殺人，因為是違法、不道德的。然而擠
身群眾當中，若做壞事不會被抓，不需負任何責任，
情況就不同了。
當一個人有了成就，很容易歸功於自己。考上一
流大學，拿到博士，公司有驚人的業績。別人對你
說，你好棒、好厲害！你嘴巴說沒什麼，甚至說都是
神的恩典。但心裡面卻自認為，因為我比別人用功、
更勤奮，比別人更聰明更有眼光，才會有這樣的成
就；顯出驕傲自大的原形。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荷蘭，《密室》作者彭
柯麗和他的父親、姐姐，以及其他家族成員爲了使猶
太人免遭納粹殺害，把他們藏匿於自己家中。但這是
少數，多數荷蘭人沒有這樣做，因為害怕幫助猶太人
會使自己陷入危險。戰後，這些荷蘭人表示不知道猶
太鄰居當時被帶去哪裡，不曉得他們的遭遇，也沒聽
說過集中營。他們不是不知道，是因為害怕所以不敢
伸出援手。
在壓力下，行善若可能使人身陷危險，多數人會
退縮，同時會替自己找理由。其實不需要等待壓力特
大的不尋常事件，只要想想在利益糾葛的人際衝突中
我們的反應，是否看到內心的軟弱？隱藏在內心深處
的自私、苦毒、焦慮和憤怒嗎？甚至自以為義、驕傲
和自大？
2、顯明心中看不見的偶像
我們用感情發展做個例子。你跟一個看得很順
眼、談得來、喜歡的對象交往，而且期待將來進入婚
姻。一陣子後你們分手了，而且是對方把你給甩了。
你已經投入相當感情，分手當然造成傷害，需要一段
時間才走得出來，可能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療傷止痛期間，如果你願意檢討，客觀地面對自
己的問題，調整自己的看法和態度，甚至為人處世的
方法，接受朋友的勸告，更多的倚靠神。基本上就是
承認自己有錯，需要成長，這樣你會變得更有智慧、
更成熟。
或是你心中懷著苦毒怨恨，認為問題都在對方，
他辜負了你。不僅走不出來，甚至對異性充滿了敵
意。私下又覺得自己是個魯蛇，覺得自己很糟，大概
不再會有人喜歡我了。有人因為打擊太大，對愛情和
人生開始抱持玩世不恭的態度，不再信任任何人。
如果你和某人分手感到難過，這是一回事，但如
果你痛苦到不想活了，覺得活著一點意思都沒有，顯
然對方已經變成你的偶像。因為在你生命中，對方竟
然變得比上帝重要，比上帝更大。和他分手不僅讓你
傷心難過，甚至讓你失去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別的
人事物代替神，愁苦必然加增（詩十六4）。
二、通過人生考驗的原則
通過順境和逆境考驗的原則，在於成功的時候你
要謙卑，失敗痛苦的時候，你要用福音肯定你自己
（詩七十五6~7；雅一9~10）。
你若有點成就、名聲、地位和財富，確實是因為
你有恩賜、才幹，當然你也很努力、很勤奮，但這一
切不都是神的恩典和賞賜嗎？有這樣的了解，我們會
謙卑，比較不會驕傲自大。

當逆境臨到，你被人猛烈批評、否定，可能失
去地位、財富或優勢，你覺得你一事無成，甚至一
無是處。此時你要回到福音的核心，那就是耶穌愛
你，神拯救你！不錯，我個人沒有什麼可誇，但神
在耶穌基督裡揀選了我，使我成為特別。我知道我
不完全，很多事情沒有做好，還有很多成長空間。
所以成功時，你要謙卑；失敗時，你要用福音肯定
你自己。
箴三9~10要我們用財物和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
華，不是尊榮自己。神賜你財富或成就，你要歸
榮耀給神，別歸功於自己，更不要竊奪神的榮耀。
11~12節則提醒我們，不要輕看神的管教和責備，
那是出於神的愛。「管教」不是「懲罰」，更不是
為了父母的面子而做的情緒性的處分。管教不免會
帶來疼痛，但是在我們生命中，卻能成就美好的工
作。正如來十二10~11所說的。
魯益師說，我們若向神禱告，主啊，千萬不要
讓任何不好的事發生在我身上，等於對神說，你不
要愛我；「愛」比恩慈和善待更為嚴肅和燦爛。仁
慈以待是希望人不要受痛苦，不管這個受惠者變好
或變壞。如果神是愛，他就不會只有仁慈、善待，
而是會管教、責備；但是神絕對不會輕看我們。
神對我們的愛不離不棄，他在我們身上嘔心瀝
血、精雕細琢，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會放過。神的愛
絕對不是溺愛，他不會任憑我們，他既然愛我們，
就會為了我們的好處而管教我們。
我們能通過人生考驗的保證，在於主耶穌基
督！主耶穌無罪且完全，不需被管教，更不該被懲
罰。可是為了拯救我們，他以義的代替不義的，無
罪的代替有罪的，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贖的工作。
聖潔無瑕疵的主耶穌不需要被管教，但他卻順
服父神的旨意，在世上透過苦難學會順服的功課，
並且得以完全（來二10，五7~10）。我們這些不完全
的人，豈能不經過管教和責備而成長呢？
在基督的得勝裡，我們可以面對人生的考驗。
在順境、成功的時候，我們學習主的謙卑，在逆
境、失敗的時候，我們知道神在基督裡的愛沒有改
變，他要帶領我們繼續前行，榮耀祂的名！
題目思考:
1、為什麼意氣風發、心想事成（處於順境），或是挫
敗連連、一事無成（處於逆境）都是人生面對考驗
的關鍵時刻？
2、如果在某些情況下，人不需要為所做的惡事負責
（不會被抓、判刑、處分），做善事（或伸出援
手）反而會帶來危險，你的反應會如何？你會考
慮、衡量的因素有哪些？
3、當你陷入逆境低潮，被人批評否定，如何能既面對
現實，又在基督的福音裡肯定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