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巴基斯坦發生毀滅性洪災，超過3成國土
變成汪洋，受災人數突破3300萬，求主憐憫
讓救災順利，百姓能得到所需幫助。

台灣:疫情加上通澎讓許多中小企業面臨極大
的危機，求主引導讓一些企業能轉型，或能
有好的政策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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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中如弟兄於9/9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屬
親族的傷痛，也為追思會的籌備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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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敬拜真神。
2、 本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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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三)上午10:00~11:30，戴好口罩防結核講
座，講師蔡瑱諭護理師，歡迎參加。
4、 2022「十天至聖日」:為猶太人歸主禱告特會，
9/24(六)上午10-12點，地點:救恩堂，報名請
洽行政辦公室，敬邀肢體參加，為猶宣事工，
同心守望！
5、《那些想不通的事》劉曉亭牧師新書講座發表
會，時間:9/30(五)晚上7:30，地點:救恩堂，
適合個人成長、親子共讀、小組聚會使用，歡
迎肢體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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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從伊甸園到巴別塔：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
陳志宏牧師新書。回應困惑不懂的難題，幫助
我們體會上帝創造的心意，透過創世記學習待
人處事，享受上帝的祝福、享受幸福的生活。
原價320元，特價220元，洽行政辦公室購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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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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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正堂
正堂
B1/會議室

人數
65（29）人
65人
6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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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高小組/週日 13:00~14:30/右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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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日 ) 2022 . 9 . 18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敬拜一團
敬拜三團
陳志宏 牧師
王安琳 傳道
鄭惠蓁 姊妹
劉世煌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李佾靜 姊妹
鄭惠蓁 姊妹
董仁章 姜俊良
謝福餘 陳乙瑄
吳秀梅 陳麗書
陳可芸 邱予晴
陳渫慧、黃翠蘭
謝炳山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8. 29 (一）～2022. 9. 4 (日)
自由奉獻 --600元 收入
184,900元
主日奉獻 3筆
2,600元 支出
--十一奉獻 19筆 164,7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筆
---元 A弟兄   ＄2,000元
特別奉獻 1筆
6000元 B姊妹   ＄1,000元
建堂奉獻 2筆
3,000元 C弟兄  ＄12,000元
宣教奉獻 5筆
慈惠奉獻 筆
鮮花奉獻 1筆

7,000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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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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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20:1~34

四、證道……………………陳志宏牧師
你認識的上帝有多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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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宏牧師

貳 敬拜詩歌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每一天我需要祢】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
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
需要更多祢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 我需要祢 聖靈如雨降臨
這是我的禱告
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 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愛祢
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深深愛祢】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你 單單尋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愛祢
敬拜你讓你榮耀充滿全地
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我愛祢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哦 我愛祢 耶穌

叁 本週話語教材
跌倒後再次站立                   ⊙鄭信弘牧師
經文：王上19:1~18
人生是一個充滿酸甜苦辣過程，也會經歷高低起
伏的階段，而最寶貴的，並非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而
是跌倒後再站起來。先知以利亞，在服事上有偉大成
就，可說是舊約中最勇敢，最有能力的先知之一，但
即便如此，卻仍會經歷跌倒的光景，然而又見神如何
扶持他，讓他可以再次站立，他的經歷幫助我們，讓
我們有所警愓與學習。
回顧以利亞的事奉，他聽從上帝的話，責備亞
哈;緊接著他接受了上帝的磨練，透過烏鴉叼餅，鍛
鍊他的信心;又順服上帝的指引，叫他去找窮寡婦，
受她的供養;並藉由三次的禱告，讓寡婦的兒子從死
裏復活，之後就在迦密山，以1人抵擋拜巴力的450位
先知，祈求上帝從天降火、下雨，使以色列民見證耶
和華是真神，他以鐵般的事實，證明巴力是假神。
而他事奉的最高峰，在18章最後一節，提到神的
靈降在他身上，他就奔在亞哈前頭，為什麼?因神的
靈與他同在，即便是面對暴風雨，他仍要跑到耶斯
列，目睹以色列復興，也證明之前辛苦付出的代價都
没白費，他要目睹將以色列的仇敵-耶洗別被消滅，
把以色列國帶回到正確的信仰裏。
只是他的勝利，並無法改變以色列百姓、亞哈
王、耶洗別願意回轉歸向真神，可見亞哈對耶和華的
神蹟很冷漠，也對以利亞所做的努力無動於衷。這也
讓我們省思，即便有恩賜、有能力的先知，求神從天
降火，下雨，仍無法讓亞哈王、耶洗別，認罪悔改，
再次印證，若不是聖靈在人的心中動工，没有人願承
認自己有罪，並感動人回轉信主。
神蹟對耶洗別無效，相反地，她惱羞成怒，差遣
人去警告以利亞，要他圶24小時內人頭落地。以利亞
見這光景，立刻逃跑，從耶斯列跑到別是巴，留下僕
人後，再走一天的路程，跑到羅騰樹下求死。這裏看
到，以利亞從勇敢到軟弱地逃跑，不到48小時，為什
麼有如此大的落差?這也讓我們省思，現今基督徒，
是否也會一開始大發熱心事奉上帝，但若結局不如個
人所願，就跌倒而離開神，從剛強到懼怕，甚至是憤
怒。盼望藉以利亞的事奉，來檢視我們與神的關係?
以下分三點了解
一、見這光景，不見神(3)
以利亞一聽到耶洗別要追殺他，就聞風喪膽，
落荒而逃。而人會跌倒，多半因犯罪，得罪神的緣
故，好比在財、色、權這幾方面跌倒，例參孫大有能
力，聖靈同在時，能擊殺1千個非利士人，獅子撕成
二半，但因犯罪神的靈就離開他;新約中亞拿尼亞和
撒非喇，因貪財而欺哄上帝，而被擊殺，可知因人的
罪，將失去神的大能，也失去神的同在。
然而此刻以利亞並沒有犯罪，相反地，他為了神
的名，冒生命的危險，責亞哈，只是下場卻相當狼
狽。爲什麽當他聽見王后的話會如此害怕？以利亞不

是犯罪，為什麼會軟弱？原因在於眼目從見神轉向見
環境。
以利亞力量的源頭，在於對上帝話語的信靠順
服，無論是烏鴉叼餅或接受寡婦供養，都有神明確的
指示;當神的靈降在以利亞身上，他就跑到耶斯列，
見證以色列得著復與。可見人的能力，心中的力量，
取決對上帝的話是否有信靠順服，有神的話就有力量
勝過困境，但是當耶洗別威脅他時，他没有立刻詢問
神，當他定睛在這光景時，就忘記上帝了。就自己決
定走在曠野，逃到羅騰樹下求死。
以利亞沒有犯罪，可是卻自作主張，與上帝所主
張的不合，只看環境，不見上帝，這時，他就軟弱
了。可見，當有上帝的話，願意信靠順服，就可以剛
強，但若失去神的話，就會看環境，人就會軟弱。
二、與人相比(4)
想請問大家，以利亞怕死或不怕死?我想他應該
是不怕死的，若怕死，怎麼敢與拜巴力的450先知爭
戰。但我猜想以利亞應對服事上帝感到氣餒絶望。罷
了的意思是受夠了，他不願繼續服事神，但神的僕人
怎能停止事奉呢?最簡單方法，就是求神取命，如此
就脫離服事了。
而從以利亞的氣話，可看見他求死的原因:即認
為自己比列祖還要不如，因他想要在服事的事上，企
圖贏過列祖的成就。一個人有遠大志向，值得嘉許;
但若與人相比，則會陷入試探裏，需特別小心。中國
話說人比人，氣死人，若比贏了，我們會容易驕傲;
若比輸了，會灰心，這些上帝都不喜悅。因此在心灰
冷的情緒下，他就向上帝罷工。
主耶穌的門徒彼得，有一個毛病，就是喜歡比
較，耶穌曾告訴彼得，年老的時候，別人要把你束
上，帶你到不願意的地方去(這指彼得年老的時候要
殉道，榮耀上帝)，並說你跟從我吧。這時彼得一定
很得意，但這時他的老毛病又來了，當他看見耶穌所
愛的門徒約翰，就問耶穌說:主啊，這個人將來如何?
主耶穌用四個字回答:與你何干。
弟兄姊妹，我們不要和別人比較，因那人如何，
主耶穌說:與你何干。我想並不是說，不要為他禱
告，不要不理他，而是上帝如何使用人，給他多少恩
賜，如何帶領，是上帝和那人的事情，就由上帝決
定，與我們没有關係。
我們能做的，就是好好傳福音，如此就蒙上帝保
守，並免掉許多罪惡。我們可想，是否有哪位同工被
上帝使用，心裏就感到不開心、悶悶不樂？不與人相
比是避免跌倒軟弱，很關鍵的要素。
三、高抬自己(9~10;13~14)
以利亞一路逃命，但是感謝主，看到神對他的憐
憫與慈愛，先有烏鴉叼餅，後有寡婦供養，此回又有
二次差派天使供應餅和水，只是吃完後，他又躱到山
洞裏。此時上帝就問以利亞一個問題:以利亞啊，你
在這裡做什麼？此時上帝的意思是:我的僕人啊!你到
底到搞什麼名堂?
從以利亞的回答，可感受他內心的委曲，只是他

的回答，上帝並不買單，因他並没有因自己的軟弱
而尋求神，没有因羞辱神的名而慚愧，後來上帝再
問一次，他仍回答一樣的話。他的意思是，上帝，
難道你不知道嗎?為了你，我連命都擺上了，你還問
我在這裏做什麼?
以利亞似乎忘記向神感恩，烏鴉叼餅、寡婦供
養，皆出於神的恩典而非人的功榮。神問以利亞現
在做什麼，但以利亞卻一直強調過去自己如何為神
大發熱心。而這也給我們省思，若只眷戀過去的成
就，而不坦然面對今天要做的事，那麼最終我們將
如同以利亞一樣，面臨將來的軟弱跌倒而不自知。
更何況，若非上帝的恩典，我們一樣也做不成。一
切都是神的恩典，而非人的功榮。最後要看上帝如
何堅固以利亞?
四、聆聽微小聲音(11~12)
上帝復興以利亞的過程很有趣，掌管大自然的
上帝，特別興起烈風、崩山、地震、大火這些自然
界的現象，然而經文卻說上帝不在其中。上帝似乎
要以利亞學功課，也就過去他所經歷的神蹟等熟悉
的事情，如今都不見上帝存在，而恢復仰望與依靠
上帝的關鍵，就是那微小的聲音。上帝不要用他所
熟悉的神蹟見他，而要以利亞聆聽神微小的聲音。
我們有的時候，很希望在山崩裂石、狂風大作
裏尋找上帝，但常常上帝的復興，卻在那微小的聲
音裡面。可能是一節聖經裏上帝的話，感動了你的
心，光照你那困惑的心靈；或者上帝差派天使，即
弟兄姊妹，他們的一句話，安慰你的心；或者你聽
到某一段信息，心中得到溫暖，改變了你的生命。
上帝的作為不必然都要那藉由超自然的事呈現。
只是現在仍有些人，還是習慣山崩碎石，狂風
大作，如此便永遠聽不到那微小的聲音，也無法讓
上帝的話改變你，此處提醒我們，要常常聆聽或留
心上帝微小的聲音，讓我們的心靈能敏銳察覺，使
生命可以重新站立，並脫離撒但的迷惑。
之後上帝主動再次使用以利亞，讓他去膏哈薛
作亞蘭王，膏耶戶作以色列王，要以利沙接續他作
先知的職分。並且讓以利亞知道，還有七仟人未曾
向巴力屈膝，未和巴力親嘴。
上帝為祂的民留下多少人，我們並不明白。但
是好好事奉主，上帝用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崗位
上，在不同的環境裏，為要成就祂永恆的計劃。願
神使我們剛強壯膽，軟弱得以復興，能夠更加的勇
敢熱忱，能為主耶穌作見證！
題目思考:
1.你曾有過如以利亞一樣，起初為主大發熱心，後來
卻抱怨上帝的經驗嗎?請分享。
2.上帝用神蹟啓示以利亞，最後用微小聲音對他說
話，請分享上帝如何對你說話?
3.以利亞從高處到低谷，其中有許多關鍵因素，對你
而言，什麼是最應留意被提醒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