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斯里蘭卡破產影響全國百姓生計，甚至
有人為排隊加油而死亡，求主憐憫掌權讓新
政府能夠有所作為，幫助國家重建恢復。

台灣:鬼月來臨許多祭拜活動陸續舉行，求主
憐憫百姓，能認識真神，挪去恐懼，賜下平
安，上帝的真光進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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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8/7(日)下午2:00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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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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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瑞玲傳道代禱信
主裡的宣教夥伴：平安！
    這個月全台都異常酷熱，但是在主裡，我們可以
有寧靜，不易因環境而躁動！
    維持宣教夥伴關係的突破。六月我就計畫與宣教
夥伴聯繫，過去與宣教夥伴聯繫時，我常有一些假
設。假設他們很忙，不喜歡被我打攪，不喜歡我詢問
他們禱告事項，或許也不習慣我打電話問候與關心。
    今年我有重大突破：我為這件事禱告一段時間，
也請同伴為我禱告。每當我有這些負面的假設，就調
整我的思想與態度。
    我也為這件事做計畫，並給自己信心的提醒：
「成功的維持宣教夥伴關係是：靠著聖靈的大能，單
單做計劃、打電話，並將結果交託給上帝。」
    開始打電話的前一晚我為此禱告，晚上就有美好
的夢。我夢到我聯繫第一位宣教夥伴時，她很開心，
面帶笑容地回應我。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這位宣教夥伴，結果真的就像
我夢境所經歷的。我得到上帝即時的鼓勵，使我的信
心堅定。我享受與宣教夥伴建立關係，培養了為他們
禱告的負擔與熱忱。喜樂地把他們帶到上帝面前，為
他們和他們的需要禱告。因此，我把七八月定為「為
宣教夥伴禱告月」。
    禱告：八月繼續以信心和喜悅的心，與宣教夥伴
聯繫，並委身歡喜地為他們禱告。
    休息與休閒。感謝上帝為我預備一位在花蓮出
生、長大的財務同工，成為同伴。我們在7/22-23相
偕去花蓮兩日遊。這位同工的妹妹在住宿的安排上幫
了我們很大的忙，我們住到一間兩單位的家庭式套
房。這位同工也慷慨地陪伴、接待、招待我。
    我們在有限的時間裡，捉住好時間，享受旅館附
近的濱海步道，賞海景、吹海風。無意間又走進美崙
溪步道，看到青蔥綠地，映照水面的藍天，真是處處
驚喜！
    在花蓮，眼目所及、身處之處，盡是高山、藍
天、好空氣。讓人自然地放鬆，身心皆舒暢！我們都
很期待，宣教小組以後來安排一次花蓮之旅！
   禱告：7/27-29我與二姊要去台東的池上鄉，三天
兩夜自由行。這幾天台灣到處持續高溫，願我們的行
程都經歷上帝的保護，身心健康、出與入也都順暢、
平安。
                                                                      
喜樂與你同工！
                                                           
你的宣教夥伴 瑞玲 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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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堂
B1/會議室

人數
78（29）人
4人/4人

教會禱告會/ 8月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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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 日 ) 2022 . 8 . 7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敬拜二團
敬拜四團
傅世瑩 教師
楊惇浩 傳道
劉世煌 弟兄
朱德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林羿萱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林姿涼 張睿穎
鄧如山 林瑞瑩
朱宜珩 林祈安
潘怡靜 陳可芸
傅之穎、黃翠蘭
楊蓉青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7. 18 (一）～2022. 7. 24 (日)
自由奉獻 --1,500元 收入
35,080元
主日奉獻 1筆
3,000元 支出
--十一奉獻 5筆 22,58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1筆
2,000元
建堂奉獻 1筆
2,000元
宣教奉獻 3筆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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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鄭信弘教師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創世記5:18~24

四、證道……………………傅世瑩教師
與神同行
五、奉獻……(祢為何揀選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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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在於你主】
生命在於你 主 力量在於你 主
盼望在於你 主 在於你（x2）
我要以生命來讚美你 我要盡全力來讚美你
全心讚美你 全力讚美你 我的盼望在於你
生命在於你 主 力量在於你 主
盼望在於你 主 在於你
在於你 在於你 在於你

【大山為我挪開】
雖然道路崎嶇 困難險阻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擔此重擔
但我始終相信 你一直牽著我
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釘痕 彰顯十架大愛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 你一直都在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保守我的心懷 緊握你雙手不放開

【平安】
耶和華向我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
要叫我們將來有指望 有豐盛有平安
我們呼求你 我們禱告你 你就應允我們
我們尋求你 專心尋求你 就必尋見你
平安 平安 平安 這是神所賜的意念
平安 平安 平安 這是神所賜的意念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在黑暗中掌權的神                  ⊙陳貞蓉教師
經文：王上15章25-30節；16章1-13節；詩29篇
10-11節
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記載了兩個篡位的過程，
在北國的歷史中，這是一個不斷在重演的過程，整個
北國不到兩百五十年，歷經了九個王朝十九個王，每
個王朝的建立都是謀殺和篡位，大家可以想像在這樣
的過程中，老百姓大概都沒過幾年的好日子，就又在
峰火連天的戰亂中。
一、被黑暗籠罩的世界
1. 外在(政治軍事…)的黑暗
只要是戰爭，就會有許多很黑暗可怕的事發生，
姦殺擄掠的事一定都會發生。很多人的邪惡會在這當
中顯現出來，這樣的狀況在戰亂中會更加的彰顯。
2. 內在(人心)的黑暗
再來，不單是政治軍事上的黑暗，這是外在環境
上的黑暗，事實上更可怕的是內在的黑暗，『人心比
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17:9)這
個世界很多問題都是人造成的，人心的黑暗來自於
罪，因此我們的罪需要處理面對，有正確的信仰就很
重要，但這世上充斥許多錯誤的信仰，錯誤的信仰反
倒會使得人心更加黑暗，我們回到列王記上，北國自
從分裂之後，第一個國王耶羅波安為了要鞏固他的權
力，他在國家最北和最南設立了兩隻金牛像，告訴以
色列人這就是帶他們出埃及的神，讓以色列人陷在拜
偶像的罪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思想過，為什麼是造
金牛，不是金羊、金龍等等。
這和他們寄居在埃及時有相關，大家知道埃及是
個多神信仰的國家，其中有個牛神叫阿庇斯，在埃
及的「牛神」頭上或其他神的「牛角頭飾」上，往
往有代表太陽的「圓盤」，意思就是，牛頂上的「太
陽（神）」才是他們真正拜的那個神，而不是那頭
「牛」。總而言之，拜金牛犢不是拜「牛」，而是拜
「太陽神」─埃及宗教體系裡的某種「至高神」。牛
只是祂的坐騎。
以色列人就是將這個埃及人說的「至高神」與
「耶和華」混同起來敬拜。出埃及時以色列人從長久
居住的埃及地出來，這就解釋了為何亞倫與百姓並不
需要「商量」，就一致同意用金牛犢來「類比」耶和
華。而耶羅波安在躲避所羅門時也是躲到了埃及，因
此也被當地的文化風俗影響，當上王後就依樣畫葫蘆
做了這樣的事。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下去吧，因為你的百姓，
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敗壞了。他們快快偏
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自己鑄了一隻牛犢，向他下拜
獻祭，說：以色列啊，這就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出32:7-8)中文這裡翻譯的很好，說『偏離』，當一個
人走偏了路，他就會漸漸的離開正路，最後就完全到
了不同的地方，這也是異端的危險，例：統一教。因
為上帝看不到，會有虛無的感覺，所以人總是會想用

一個看得到的東西或是像來表示。我們用任何有形的
東西來比擬上帝，都是在減損上帝的榮耀，上帝也不
需要任何的坐騎，上帝的榮耀不容許被瓜分，我們來
到上帝面前不需要倚靠耶穌以外的任何人事物，所以
像天主教裡的聖母瑪利亞，以及那些眾中保，都很容
易讓人偏離真道，以為要到上帝面前還有這些層層關
卡，請耶穌母親幫忙代禱比較有效，這都是錯誤的。
這在基督信仰裡也會發生，總有些人認為什麼事
都要找牧師禱告才有效，自己禱告比較不夠力，我覺
得馬丁路德改革時提出的信徒皆祭司，是一個很重要
的觀念，每個信耶穌的人都可以自己直接透過耶穌來
到上帝的面前，不需要再透過任何的媒介。
當一個人開始偏離去拜偶像，他和真神中間就有
了偶像阻隔，這些假神偶像會牽引他，讓他陷入更多
的罪，信仰的敗壞也會影響到道德價值觀，讓整個社
會、文化、教育都受到影響，也愈來愈黑暗敗壞。現
今我們所處的世界也是一個黑暗的世代，現在許多人
的生活也是很辛苦，身處在黑暗的狀況裡。
二、上帝在黑暗中仍然掌權作王
政治的動盪、人心的黑暗、信仰的混亂和大家的
生活息息相關，但是在政治、社會和宗教信仰等等層
次上面，有一個更高的主宰，就是上帝。回到列王
記，如果大家從十五章讀到十六章，就可以看到一個
明顯的對比，當北國在這些篡位、謀殺、改朝換代的
循環中，南國是在一個相對和平許多的狀態，南國猶
大王亞撒在位四十一年期間，北國以色列就更換了六
個王，『邦國因有罪過，君王就多更換。』(箴28:2)
1. 神會差派先知來提醒警戒人
南國國王亞撒是個敬畏上帝的好王，這就帶來了
國家的穩定和興盛，然而即使北國以色列在政治這麼
不穩定，宗教這麼混亂的情況下，上帝也沒有放棄他
們，上帝不斷的差派先知去到他們當中，宣告審判的
信息，也勸百姓悔改。
2. 人的悔改可以改寫歷史
到了現代，雖然我們沒有所謂先知的職份，但信
徒皆祭司，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被上帝使用，把上帝對
這世代的心意傳講出來，或是我們身邊人的提醒。
例：牧師講台上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在黑暗
的世界中仍然掌權作王，這個世界的黑暗敗壞，是人
的罪惡造成的，不是上帝的問題，上帝差派先知去警
戒他們，如果他們願意聽從而悔改，那他們的歷史就
會改寫，例：亞哈的悔改。
上帝審判的目的不是要我們死，而是要我們悔
改，聖經很多處讓我們看到當人悔改，上帝就不降所
說的災，國父孫中山弟兄是基督徒，事實上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大部份都是基督徒，甚至裡頭好幾個是傳
道人。先總統蔣公也是基督徒，我之前看到先總統蔣
公信主的一個過程影片，覺得很奇妙。我相信上帝在
我們當中掌權作王，在我們台灣掌權作王。
三、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信仰是什麼？如果你以為你信了耶穌，就可以脫
離黑暗的世界，遠離一切的苦難，享受幸福快樂的人
生，那你就搞錯了，(約16:33)耶穌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信耶穌不是讓我們遠離苦
難，不會遭遇不幸的事，而是在這個信仰裡，我有
能力面對不幸的事情，因為我知道幫助我的是誰，
我可以接納不幸的事情，因為我知道這個不幸是暫
時而不是永恆的，以及背後上帝仍然掌權，因著
信，我們可以不受到任何環境的影響，在苦難中內
心仍然可以有平安，如同剛才影片中蔣公日記裡頭
所描述的那樣，因為我們知道是誰掌管明天，我們
也知道雖然邪惡勢力猖獗，但光明終將勝過黑暗。
屬耶穌的人在黑暗的世界裡也會同遭患難，這
個信仰不是讓我們趨吉避凶，而是讓我們有能力勝
過世界，不被世上的高低起伏挾制，因為我們所信
的是從亙古直到如今，之後還會延續到永恆的上
帝，我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再只是看現在這短暫的日
子，而是有永恆的概念。正因身處黑暗的世界，我
們更要就近光的源頭，當我們讓上帝的光進入我們
生命裡，我們生命裡頭的光明照亮了黑暗，顯露出
來的時候，世人就從我們身上看到那光，這就是見
證。『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
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提後4:7)
事實上上帝一直在做事，並沒有休息，但很多
時候我們停留在黑暗的狀態裡，問題不是出在上帝
身上，而是我們身上。為什麼我們會活在黑暗裡，
以色列會活在黑暗的光景中，先知很清楚的告訴我
們『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
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
子。』(耶2:13)你有連結與葡萄樹嗎？這世界處於黑
暗敗壞中，你被這世界的黑暗吞噬了嗎？你現在正
處在黑暗的光景裡嗎？
上帝是光，當我們就近光，光一來，黑暗就被
驅散。上帝呼召我們來跟從祂，上帝給了我們尊貴
的身份，全新的生命，祂也親自住進我們的生命
裡，讓我們可以不再臣服在黑暗的權勢下，就如同
在列王時代那麼黑暗敗壞的日子裡，當先知以利亞
和上帝抱怨，覺得他很孤單時，上帝清楚告訴以利
亞，有七千個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專心敬拜上帝
的，上帝記念他們每一個人，上帝也在一切的事上
掌權。身處在黑暗的世界裡，我們要做的，就是連
結於葡萄樹，緊緊抓住、牢牢倚靠在葡萄樹上，這
樣我們不論遇到任何震盪，任何苦難，任何黑暗邪
惡的勢力和攻擊，我們都能夠如同詩篇所說：『倚
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求主幫助
我們每個人，在這個黑暗敗壞的世界裡，能夠緊緊
連結於耶穌，讓這位掌王權的上帝，來帶領我們的
生命，讓我們的生命能散發出真光，來照亮勝過這
世上外在內在一切的黑暗。
題目思考:
1、你同意這個世界是籠罩在黑暗中嗎?你要如何面對
這外在和內在的黑暗光景？
2、你曾經歷上帝的光照或提醒嗎？請和大家分享這個
過程。
3、面對黑暗的世界與環境，你曾有過倚靠主而得勝的
經歷嗎?面對未來迎面而來的黑暗挑戰，你要如何
應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