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北韓爆出飢荒缺糧危機，求主憐憫讓各
國願意施出援手，也幫助北韓政府能改變治
國態度，以百姓的生活為念。

台灣:台南殺警案衍生監獄管理漏洞，突顯治
安破口，求主掌權讓政府在制度修法上有智
慧能力，保守社會治安穩定平安。

教會
1、感謝上帝看顧我們生命所需，也求主扶持我們
在等侯中全心依靠；求聖靈光照我們的心，
省察己罪，幫助我們脫離罪惡，成聖潔的器
皿。
2、三芝據點已進入裝潢階段，求主幫助讓硬體設
置順利完成，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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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慶豐執事母親葉巧年姊妹本主日下午2點在
救恩堂舉行追思禮拜，求主安慰家人憂傷的
心，帶領追思會籌備順利；也為教會確診肢
體代禱，求主保守看顧，早日康復。

報告
1、 歡迎新朋友蒞臨本堂，一次歡迎，永遠歡

迎。
2、 9/11(日)主日後召開長執會議於副堂集合，請
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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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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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義神學院講座『被忽略的惟獨-惟獨聖道和
惟獨聖靈』，邀請肢體認識聖靈與聖道和四個
惟獨密不可分、不容忽視的關係。10/29(六)
09:00～16:00，地點：救恩堂，團體報名優惠
400元/人，詳見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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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報名參加，詳見公佈欄。

伍 陳貞蓉教師禱告信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目前三芝據點已經裝潢到一半，由於希望能省
錢，所以有些東西就要自己來做，感覺之後又可以解
鎖學習到一些新的技能，這個月硬體的部份應該可以
順利完成；現在也在規劃未來要開展的事工，上個月
陸續與三芝國小、橫山國小接洽，討論生命教育進班
的可能，目前已順利進到橫山國小的志工群組，下週
二若順利就可以開始進班帶領生命教育，三芝國小還
在接洽中，過程有些波折，求主帶領讓我們能順利進
到校園，能接觸到更多的孩子和家庭。此外，目前也
有在規劃長輩的關懷工作，已與身邊一些資源連結，
求主開路讓我們可以在當地順利展開這一切福音外展
工作，能吸引更多人認識主！
新學期已經展開，這學期仍然在金甌女中和三重
高中有社團的帶領，因著未來要轉移到三芝開拓，現
在這個部份也開始禱告尋求接手的人，金甌女中已有
人表達明年要接手，三重高中可能就要尋求友堂的協
助，重點是希望這些孩子能有人接手關懷，持續能夠
在這些校園有福音預工的撒種。這個月會有一位神學
生來教會實習，希望能夠有好的配搭，可以協助學生
們的牧養關懷；最近陸續仍有一些同工確診，疫情感
覺又有些反彈，求主保守讓確診的同工能快快康復，
也不要有任何的後遺症。
    上個禮拜帶家人去墾丁度假，當作是多寶幼稚園
的畢業旅行，本週開學，多寶已經開始小學的學生生
活，對他來說有些需要適應的地方，求主保守讓他能
有好的適應學習，樂寶仍然會有分離焦慮，有時早上
要出門都要上演十八相送，感覺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
中，都有各自的功課和任務要解鎖，感謝主我們有主
的幫助，相信在每個階段都可以看見神的引導和祝
福。家人們也仍然是我們心繫關懷的對象，求主持續
動工，帶領家人的心能柔軟來認識歸向主，能在神的
國度裡一同建造成長。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為三芝據點的硬體設置能順利完成禱告，求主幫助
我們整個工程能順利，在這個月能順利完成所有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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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求主帶領能順利進入校園事工，接觸到
更多孩子，以及長青、新住民、家庭及學生事工，求
主引導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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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
愛、謹守的心。」提後1：7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陸 聚會時間&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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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0）人
6人/3人

教會禱告會/9月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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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4 ( 日 )
陳貞蓉 教師
潘振宇 弟兄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蔡孟勳 幹事
林羿萱 姊妹
董仁章 顏士閔
吳秀梅 陳麗書
陳渫聰

2022 . 9 . 11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三團
陳志宏 牧師
鄭惠蓁 姊妹
邱皇銘 執事
李佾靜 姊妹
董仁章 姜俊良
吳秀梅 陳麗書
陳渫慧

聖餐：董仁章，朱德弘，潘振宇，陳麗書，郭瑞玲，林家禎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8. 22 (一）～2022. 8. 28 (日)
自由奉獻 --1,200元 收入
116,137元
主日奉獻 3筆
1,700元 支出
--十一奉獻 9筆 40,51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1,000元 原勝協會 ＄21,000元
特別奉獻 3筆
3,651元
建堂奉獻 2筆
4,000元
宣教奉獻 6筆 61,076元
慈惠奉獻 1筆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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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潘振宇弟兄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潘振宇弟兄
經文：王上19:1~18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跌倒後再次站立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祢為何揀選我)…潘振宇弟兄
七、報告……………………潘振宇弟兄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千萬個理由稱頌主】
頌讚主 我的靈 我的魂 尊崇祂的聖名
盡全心和全力 歌頌你 我尊崇你的聖名 (2x)
1.太陽升起 新的一天來臨 就是要再來歌頌我神
無論將要面對是 順境或是逆境
當夜晚來臨仍要歌頌你
2.豐盛慈愛 且不輕易發怒 你名至高你的心寬容
因你的美善 不住地歌頌你
千萬個理由我要敬拜你
3.那日來臨 我的力量消失 生命到盡頭的時候來到
我心堅定 無止盡歌頌你
千萬年一直到永永遠遠
副歌：頌讚主 我的靈 我的魂 尊崇祂的聖名
       盡全心和全力 歌頌你 我尊崇你的聖名
      頌讚主 我的靈 我的魂 尊崇祂的聖名
       盡全心和全力 歌頌你 我尊崇你的聖名
  我尊崇你的聖名 我尊崇你的聖名
       盡全心和全力 歌頌你 我尊崇你的聖名

【當轉眼仰望耶穌】
1.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煩 眼前一片黑暗朦朧
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 生命變更自由豐盛
2.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 我們當跟隨主不渝
罪惡權勢不能再轄制 因靠主必得勝有餘
3.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 專心信靠萬事安穩
快快傳揚祂全備救恩 使凡信者不至沉淪
副歌：當轉眼仰望耶穌 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做神感動的同路人                  ⊙沙哲榮牧師
經文：可二章1-5節
在最近這一兩年，不論是面對疫情，或是許多的
事情，我們有很多的禱告祭壇，因為我們都一起在這
些苦難當中。聖經告訴我們，義人祈禱的力量大有功
效，而我們想到、心到、就要即刻行動，我們要向上
帝期待大的事！
在許多的事情上，行動很重要，如同當初原勝協
會的成立，一開始是成立原勝團，由牧師帶領一群有
感動、有意願的原住民所成立，利用詩歌、舞蹈等方
式來喚醒我們的族人，願意一起來追求神。之後一位
閩南姐妹受到感動，願意把她在湖口的房子奉獻出
來，讓我們成立得勝之家，用福音來幫助這些酗酒的
弟兄戒酒。接著就有人願意無償把原勝農場借我們，
成為我們的馬可樓。這一切都是神的榮耀，後來我們
就轉變成了今日的原勝協會。
神使用我們再次回到部落，原住民原先是神屬靈
的長子，不應該活在醉酒的裡面，而是應該起來祝福
這地。因此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原住民復興起來，而非
沈淪在醉酒中。求神幫助我們！
在今天所讀的經文裡，耶穌對著百姓傳講神的
道、神的福音，當中也行了奇妙的醫治，經文裡提及
四個人抬著一個癱子去見耶穌，他們知道耶穌在房子
裡講道，也希望他們所抬的這個人可以得著醫治，他
們在合一當中，做了一件討神喜悅的事，是神的愛觸
動了這個合一行動，彼此也帶來了醫治、修復和復
興。我們的合一可以帶出醫治、修復和復興，也能帶
出整個國家的改變轉化。
一、愛行動的合一
當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就可以看到神的作為在當
中，透過相愛的行動可以彰顯神的作為。耶穌在迦百
農以及加利利這個地區好一段時間，傳講神的福音，
後來又回到迦百農，在那裡他醫治了彼得的岳母。後
來他來到一個房子講道，有四個人抬著一個癱子來見
耶穌。有聖經學者認為那四個人是癱子的朋友，但聖
經沒有多說，也有可能他們彼此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當這些人彼此相愛，我們看見神就顯了一個神蹟在
他們中間。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
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
(約壹4:12)原勝協會成立將近廿年，很多時候當我們
要傳遞戒酒的異象，很多人都覺得不可能，他們總是
認為，原住民不需要戒酒，少喝就可以了。但是我們
看見，我們的族人因為酒，家庭、婚姻、工作等等，
甚至與神的關係都愈來愈差，最糟糕的就是我們與神
的關係不好。聖經告訴我們要時常連結於葡萄樹，因
此我們的彼此相愛，讓我們看見來到我們中間來戒治
的人得到了很大的關心和助力，他們也看見了神在我
們中間。
耐心合一

而在彼此相愛裡，我們需要有「耐心合一」，如
果沒有耐心，我們就無法持續幫助有需要的人，在今
天所讀的經文裡，我們看到耶穌在房子裡講道，整個
房子裡外都擠滿了人群，如何將癱子帶到耶穌的面
前？這四個人需要很有耐心，才能幫得了這個癱子，
他們的愛心，以及有智慧的行動，幫助了這個癱子得
以來到耶穌的跟前。
「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和
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可1:32)這裡說「帶
著」，我們要帶著他來，我們帶一個人來教會，有人
是帶了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我們的家人，有的人
帶了廿年都還沒有進來，我們知道要帶一個人不容
易，許多人要帶他的家人來這裡戒治，也是聯絡了好
幾年才把人帶來，有時候來到這裡的時候，他的身體
已經都快不行了。這真的是很困難的事，唯有神在當
中可以來幫助我們。
耐心等候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詩40:1)神會聽我們的禱告，但祂也要我們學習耐心
等候，有時我們傳福音給一個人，很久他都沒有接
受，我們仍然要耐心等候神的作為，在這過程中我們
會被操練，且我們會經歷神。
二、同心行動的合一
同心合意力量大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
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4:12)為什麼耶穌教
導門徒要兩個兩個出去傳福音，這當中就是有真理，
當我們自以為一個人可以，我們就驕傲，事實上我們
一個人本來就不行，因為惡者的權勢很大，因此我們
必須藉著兩個人同心，一起來發揮大的屬靈力量。
同心合意神喜悅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
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
全。」(太18:19)神教導我們不要妄求，不要亂求，我
們是神的兒女，祂知道我們需要什麼，當我們同心合
意按著神的旨意求，祂就喜悅我們。
以斯帖記裡當以色列人面臨滅族的危機時，皇后
以斯帖和宮外的末底改說，要所有猶大人同心合一的
禁食，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禁食禱告，後來我們看到神
喜悅且動工，使得他們的族人不至於被滅族，且反敗
為勝。在這裡我們就看到同心合意的力量，且看到神
喜悅我們同心合一，並在當中成就祂的旨意。
三、信心行動的合一
得救是神的榮耀
在這段經文裡，當那四個人做出了信心的行動，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
赦了。」(可2:5)在他們彼此相愛以及同心合意的行動
中，耶穌看見他們這五個人的信心，便宣告那癱子的
得救。當我們懷著信心為教會、為肢體禱告，相信神
會動工使人得救。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可以對神懷
抱信心，來見證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許多事在人不能，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人非

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來11:6)耶穌也曾對馬
大說：「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我們時常對原勝協會的同工說：「如果我相
信，我就必看見神的榮耀。」我們看見許多人在這
裡得到了福音戒酒，回去之後，就用他的見證傳遞
了更多的福音給他身邊的人。
耶穌和馬大這樣說是有用意的，有時候我們忙
來忙去，但卻沒有真實的相信，在拉撒路過世時，
馬大和馬利亞一開始也是有埋怨，認為耶穌如果早
點來就好了，因此耶穌在這裡提醒馬大：你若信，
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你若對神失望，那你還怎麼經歷神呢？如果我
們時常對神失望，那我們如何經歷到神？要經歷熬
煉的信，才能堅強不動搖。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
從這段經文中，這四個人同心合意的行動，來告訴
我們如何做神感動的同路人！我們在神的道上都是
同路人，不論是原住民，或是其他族群，我們都一
起在這條天路上。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族人，以及不同族群的人，
陷在酗酒這樣的軟弱裡，或是在這敗壞世界裡沈
淪，我們更加知道，我們要倚靠神的道，一起成為
同路人。如同當初就是溫永生牧師與王明新牧師，
他們看見原住民酗酒的問題，他們「原客合一」同
心合一的創辦了原勝協會，成為許多酗酒的人的幫
助。
結語
愛的合一：得人生命
同心合一：合神心意
信心合一：合見異象
盼望在今天的經文裡，可以鼓勵我們時常不住
的禱告，也讓我們能更多的經歷神，做神感動的同
路人。讓我們能成為這四個人當中的其中一個，幫
助有需要的人來到主的跟前，得到主的幫助。
題目思考:
1.在你生命裡是否曾經歷合一所帶出的力量和祝福？
請和大家分享。
2.「要經歷熬煉的信，才能堅強不動搖」，對這句話
你有什麼體會?
3.在你的生活中，如何做神感動的同路人？有哪些有
需要的人在你的身邊，你可以如何幫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