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隨著全球暖化加劇，全球各地的冰河崩
塌愈來愈頻繁，求主憐憫保守各地氣候，也
幫助各國能制定好的環保政策。

台灣:美國通過「台灣政策法」，求主掌權讓
台灣不成為中美角力的籌碼，也保守台灣的
安全，百姓能夠平安度日。

教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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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感謝主，劉中如弟兄追思禮拜順利結束，求
主安慰家人的心，也為當天未信者的親友代
禱，願主耶穌的救恩臨到；也為教會確診肢
體代禱，求主保守看顧，早日康復。
3、華神道三神學生呂孟興本週至本堂實習，求主
賜恩，看顧實習期間有豐盛的收獲。

報告
1、 歡迎新朋友蒞臨本堂，同心敬拜真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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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那些想不通的事》劉曉亭牧師新書講座發表
會，時間:9/30(五)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地點:
救恩堂，適合個人成長、親子共讀、小組聚會
使用，歡迎肢體邀親友參加。
4、台北研經培靈會於10/4(二)~6(四)，下午二點
至五點半;晚上七點半至九點，於南京東路禮
拜堂，主題:動盪 面對未知的恐懼，我們還有
選擇嗎?歡迎肢體參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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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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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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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強宣教士代禱信
敬愛的牧長、弟兄姐妹，願您們平安！
    我們在吉國已經超過一個月了！出發前最忙，還
要帶著不捨的心情收拾行李整理家務，以及被逼捨去
需要和想要帶的東西。收拾打包過程中，孩子拍了不
少照片，說是怕忘了家裡的模樣。7/25我們帶著教會
和肢體的祝福出發了。當我們剛抵達杜拜國際機場等
候轉機時，立馬就收到前往吉國航班取消的通知。我
們當下錯愕，但是感恩，雖然被迫滯留在機場二十四
小時，我們都平安喜樂。若我們作父母的情緒穩定，
孩子們就有安全感，情緒也穩定。航班被取消後，我
們並不知道需要去特定櫃檯拿新的登機卡。感恩，神
派天使幫助我們！我們查看牆上掛著的航班時間表
時，有㇐位工作人員主動協助我們，他告訴我們航班
取消後需要到特定的櫃檯取新的登機卡。不然到要登
機時就混亂了。文強說我們在機場的這㇐天是『慢
活』：出發前的預備讓我們㇐家都忙透了，又緊湊；
現在卻慢下來，是㇐種『過度』；這轉換過程，讓我
們準備進入慢步調的新環境。
    另外，我們在吉國第㇐周就確診Covid-19！可能
在迪拜等候轉機時就感染的。感恩，雖然全家確診，
但是我們都有平安，而且我們都康復了。這讓麗萍想
起亞當和夏娃被造的第㇐天是安息日，也提醒我們的
身份—神的兒女；我們語言不通，看不懂，聽不懂，
不知道自己在這裡能夠做什麼，但我們被提醒，我們
是神的兒女。剛開始時因為買不到在馬國習慣吃的、
喝的和用的，再加上語言不通，超市物品寫的不是俄
語就是吉語，買東西就變成很困難了……某㇐天早
晨，當麗萍靜默時，詩篇二十三浮現在她腦海裡。這
是神給她的安慰和鼓勵。在異鄉國土裡，語言不通，
買東西也難，還要面對接下來各種適應的挑戰，尤其
是孩子們……然而，在這異鄉國土裡，神卻是我們的
牧者，我們必不至缺乏。
   5年前我們曾到訪吉國短宣，如今這裡變化不少，
據說這些改變是自疫情後發生的，意味著就在這兩三
年的事情。另外，這裡也出現一些吉國人穿起穆斯林
服飾，早前這是罕見的，而且穆斯林服裝店也不在少
數。據說是因為土耳其穆斯林所帶來的影響，可想而
知其影響力是非常大的。有鑑於伊斯蘭教帶給當地的
影響，雖然我們被呼召來到這裡服事，但是老實說我
們並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能夠帶來什麼影響，尤
其語言還不通的時候。因此，我們首要任務就是先專
心學好語言，也更進一步認識當地的文化，並融入當
中。
請為我們禱告：
1.我們在家鄉的父母健康與平安。 2.我們的父母和家
人的救恩代禱。 3.感謝神，我們在馬的房子已經有
人要租下，禱告出租手續順利。 4.目前孩子們已開學
了，請為三個孩子在新學校的適應和學習禱告，也能
夠交上新朋友，好讓她們更快適應。 5.請繼續為我們
在禾場的適應禱告，也為我們學習俄語禱告，今天是
我們第三天上俄語課。
謝謝您們的代禱，祝平安喜樂，願神親自賞賜和賜福
您們！            
文強•麗萍 敬2022 年9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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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9）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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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 日 ) 2022 . 9 . 25 ( 日 )
黃俊元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敬拜三團
敬拜二團
王安琳 傳道
陳貞蓉 教師
劉世煌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顏士閔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謝福餘 潘怡靜
謝福餘 潘怡靜
陳可芸 邱予晴
林羿萱 邱予晴
謝炳山
邱美葉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9. 5 (一）～2022. 9. 11 (日)
自由奉獻 --1,200元 收入
123,600元
主日奉獻 3筆
2,000元 支出
1,324,746元
十一奉獻 23筆 98,7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2,000元 A姊妹   ＄1,000元
特別奉獻 1筆
---元 B姊妹   ＄1,000元
建堂奉獻 3筆
2,500元 C弟兄  ＄12,000元
宣教奉獻 5筆
慈惠奉獻 1筆
鮮花奉獻 ---

7,200元
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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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

壹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主日程序

一、宣召……………………朱德弘執事
二、敬拜………………………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朱德弘執事
經文：太廿1-16

四、證道……………………王安琳傳道
你想從神得甚麼?
五、奉獻……(祢為何揀選我)…朱德弘執事
六、報告……………………朱德弘執事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全然向你】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你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輕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你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你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只需要祢】
耶穌祢如此愛我
背負我的罪使我潔淨
耶穌祢如此愛我
為我流寶血付上代價
當我看不見祢開啟我眼睛
當我心孤寂祢與我親近
當我快放棄祢賜我生命
因祢鞭傷我得醫治
耶穌祢愛是長闊高深
耶穌祢愛是沒有止盡
世上的一切 有一天將過去
我只需要祢只需要祢

【注目看耶穌】
凡勞苦重擔
必享安息
凡饑渴慕義
必享甘泉

當親近耶穌
必得滿足
來尋求耶穌
必得飽足

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聖潔公義主 十架上耶穌
注目看耶穌 定睛看耶穌
謙卑親近主 跟著祂同步
跟著祂同步

你認識的上帝有多給力              ⊙陳志宏牧師
經文：王上20:1~34
每個基督徒對上帝有信心的領域都不一樣，這會
受到個人的認知與經驗的影響。但也有些基督徒對某
些領域的需要向上帝禱告一點信心都沒有，因為他覺
得上帝不關心那些領域，或者是上帝不管理那些領
域、上帝對那些領域也無能為力。如果上帝對某些領
域的影響力也很有限，那麼當那些領域出現問題時，
向上帝禱告尋求幫助也沒有多大意義，那就不需要浪
費時間去禱告，應該要設法尋求其他方面的幫助。
每個基督徒對上帝有能力掌管那些領域的認知與
經驗各不相同，不過上帝有時為了祂自己榮耀的緣
故，也是為了我們這些相信祂名的人的緣故，祂會彰
顯祂的權能在我們的生活中，不論我們有沒有向祂禱
告祈求。當我們看見上帝的作為彰顯出來的時候，接
下來我們如何回應就很重要。我們的回應會決定我們
持續地活在上帝的同在與祝福中，或者是我們輕忽、
浪費上帝的恩典，未來就失去上帝的看顧與祝福。我
們要從王上廿1-43這段經文來學習這方面的功課。
亞蘭位於以色列的北方，是一個由許多城邦組成
的聯邦王國，亞蘭邦國是以色列王國時期一個主要的
外患，經常入侵以色列。古代亞蘭所在的位置就是今
天的敘利亞國，其最主要的城邦大馬色就是今天敘利
亞的首都大馬士革。亞蘭王便哈達先差派使者去見以
色列王亞哈，想要強迫亞哈讓以色列成為他的藩屬
國；便哈達要求亞哈要進貢銀子和金子給他，以及要
將妻子兒女中最美的作為人質，以保證日後亞哈會持
續效忠亞蘭國。面對這樣的不平等條約，亞哈衡量自
己國家的實力覺得無法與亞蘭國的軍隊對抗，所以便
答應便哈達所提出來的條件，願意與亞蘭建立藩屬關
係。不過沒想到便哈達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地提出更
霸道的要求，要同意亞蘭王派遣的使者可以任意搜刮
以色列人一切的財物。亞哈這下子看出便哈達是存心
挑釁，即使答應第二次的要求，難保便哈達不會提出
第三次令他更難以接受的條件，所以亞哈必須另作打
算來面對亞蘭軍隊的威脅。
要以劣勢的軍力對抗亞蘭邦國的聯軍，至少以色
列人必須同仇敵愾，團結一致才有機會抵擋亞蘭軍隊
的攻擊。所以他召集以色列國內的領袖一起來商量對
策。面對這樣艱難的處境，特別是會影響到以色列全
體百姓的利益，以色列領袖與百姓決定要盡力一搏，
因為有努力還有勝利、或至少討價還價的機會，總比
坐以待斃、任人宰割好。亞哈與以色列長老們的反應
可能正是便哈達所期待的反應，於是他就對軍隊下達
命令，攻擊以色列當時的首都撒馬利亞城。開戰之
前，雙方先彼此罵陣 (王上廿10-12) ，而在這場戰爭
中，因為亞蘭軍隊有絕對的人數優勢，所以便哈達是
相當輕敵的，他派手下去作戰，但自己與其他城邦的
諸王在帳幕裏飲酒作樂，他想打敗以色列的軍隊是遲
早的事，他壓根都沒有想到有戰敗的可能性。
的確按照雙方軍隊的人數來作比較，以色列人是

處於絕對的劣勢，就在這個時候，上帝介入這場戰
爭。請注意，亞哈他們面對這極其困難的處境，並沒
有祈求上帝的幫助，因為亞哈與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
耶洗別的影響下，轉去敬拜巴力。雖然如此，耶和華
上帝並沒有忘記以色列人是祂所揀選、與祂立約的子
民，雖然以色列人會背約，但上帝卻不會背約，上帝
主動差派先知對亞哈王說話，耶和華上帝會幫助以色
列人打勝仗，當以色列人戰勝亞蘭的軍隊後，亞哈王
和以色列人應該知道是耶和華上帝使他們得勝！
亞哈王麾下可以作戰的只有七千多人，因此便哈
達一點都不把他們看在眼裡。以色列軍隊出奇不意發
動攻襲，當然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幫助，亞蘭軍隊被打
的潰不成軍，便哈達很狼狽地騎馬逃跑。當以色列軍
隊大獲全勝之際，先知來到亞哈提醒他需要為下一次
的戰爭做好預備，另一方面也是再次提醒亞哈，這一
次他之所以可以勝過亞蘭大軍的攻擊是因著耶和華上
帝的幫助，他要懂得敬畏、敬拜耶和華上帝！
過了一年，便哈達的臣僕把上次的敗仗歸究於：
「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以色列人的神在撒瑪
利亞這個位於山地的城市有比較大的能力，而亞蘭
人所信靠的神明是｢哈達」，是風暴之神，是平原的
神，所以如果戰場是在平原，那麼平原的神哈達就勝
過以色列人所依靠的山神。此外在平原打仗還有好
處，亞蘭軍隊擁有的戰車與騎兵可以發揮速度的優
勢，只有步兵的以色列人在平原作戰是處於劣勢。
除了訴諸所信靠神明的能力外，便哈達的臣僕也
更新了軍隊指揮系統，改由專業的軍官指揮軍隊作
戰，而非附庸國的王。此外還要招募新的兵源。從
軍事作戰的角度，便哈達的臣僕所提出來的建議非常
好，而且具體可行，便哈達也完全買單。面對亞蘭軍
隊捲土重來的攻擊，用拳擊比賽來做比喻，一個羽量
級的選手要與重量級的選手對打，可以預期的結果是
凶多吉少，以色列的軍隊的勝算是微乎其微。
在這樣實力懸殊的艱難處境下，上帝再度介入以
色列與亞蘭的戰爭，首先祂要向亞蘭王及其臣僕顯明
祂是掌管全地的主！其次，上帝要藉著這一次的拯救
使亞哈和以色列人「知道我是耶和華」，｢耶和華」
是上帝與以色列人立約所啟示給以色列人的名字，
「知道我是耶和華」是上帝如今再次履行祂在約裏的
責任去施行拯救，好叫亞哈再一次認識祂是與以色列
人立約的「耶和華」，好叫亞哈與以色列人也懂得盡
他們在約中的責任，專心聽從順服祂。
或許從現代人的角度，我們覺得便哈達臣僕的想
法很可笑，但這樣的想法是非常普遍的想法，每個時
代、文化中，這想法的包裝方式、呈現方式不一樣而
已。對很多基督徒而言，上帝是掌管禮拜天的上帝，
但是不一定掌管週一到週六。不少基督徒不會為了工
作上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向上帝禱告，因為對他們而
言，上帝掌管教會事務、頂多也掌管家庭事務，可是
面對工作上、社會國家這些領域似乎就不是上帝所管
轄的範圍，所以我們就很少為我們的職場、社會國家
的需要到上帝面前禱告。這真的是非常可惜！
你相信主耶穌能夠解決你在工作上所遇見的困難
與問題嗎？若主耶穌是創始成終的上帝，祂了解萬物

的本相，祂的能力無窮無盡，祂是萬有之主，當然
也包括是我們工作的主。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
若在某個領域沒有把耶穌當作專家，就表示我們沒
有在那個地方把祂當成我們的主。例：一個傳道人
在職場上的見證。
雖然亞蘭軍比上一次做了各方面的預備工作，
軍隊比例也更懸殊，但他們面對的不是以色列軍
隊，而是在背後為他們爭戰的上帝。這一次便哈達
敗得更慘，不單幾乎全軍覆滅，連他都成為甕中之
鱉。在這個走頭無路的時刻，便哈達的臣僕提出向
以色列王投降的建議，以割地、開通貿易城市作條
件，沒想到亞哈居然接受，留給便哈達一條生路，
這無疑是縱虎歸山、為以色列留下無窮的後患。
接下來在王上廿35-43的記載中，先知在上帝的
指示下演出一齣行動劇，劇中有位不願照著上帝命
令行事的先知門徒命喪於獅子。接下來那位先知就
對亞哈宣告說：｢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將我定要滅
絕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必
代替他的民。』」(王上廿42)
為什麼先知宣告亞哈必須用他的命來代替便哈
達呢？因為亞哈在兩次戰爭中，都清楚地聽見先知
所傳講的神諭，戰勝亞蘭軍隊的是耶和華上帝。戰
俘要如何處置，也必須聽由上帝發號施令。亞哈自
己決定釋放便哈達，代表亞哈認為是他打敗了亞蘭
軍隊，他不知道、不承認耶和華是上帝！從日後便
哈達的行為，他繼續與以色列人為敵，代表他這一
次的投降只是為了保命所採取的權宜之計。亞哈沒
有求問上帝就自己決定釋放便哈達，就為日後他再
度與亞蘭軍隊作戰而命喪於戰場留下禍根。
從這段聖經我們看見，即使以色列人背棄與上
帝所立的約，即使他們遇見困難都忘了要求告上
帝，但是上帝仍舊是守約施慈愛的上帝，上帝主動
向亞哈與以色列人顯現，幫助他們勝過亞蘭軍隊的
攻擊。但是當亞哈與以色列人經歷到上帝大能的幫
助時，他們就有責任遵守以色列人與上帝所立的
盟約，要謹守、遵行上帝的誡命與引導。當亞哈忽
視上帝的恩典，不回轉歸向上帝，他就繼續偏行己
路，結果做出導致自己日後戰死沙場的決策。
我們所信靠的上帝是掌管萬有的上帝，我們無
論遇見任何困難，都可以向祂禱告、尋求祂的幫
助。不過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燈裏的燈奴，聽我們發
號施令，按照我們的期待與心願去做事。祂是上
帝，是我們的主，是我們要到祂的面前聽祂發號施
令，按照祂的旨意行事為人。我們所信靠的上帝是
愛我們的上帝，是守約施慈愛的上帝，當我們願意
順服上帝的引導，按照祂的旨意採取行動，我們就
會經歷到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祝福！
題目思考:
1.對你來說，上帝的能力有多大？涵蓋哪些領域?透過
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提醒和幫助？
2.你曾在什麼事上和上帝禱告蒙應允?是否有哪些事你
從未和神禱告?
3.上帝是守約施慈愛的上帝，我們是否也以同樣的態
度面對與上帝的聖約?你要如何回應上帝的聖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