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俄羅斯總統普丁宣佈提升軍事行動至戰
爭層級，甚至不惜動用核武，求主掌權保
守，平息這個世界危機。

台灣:政府即將鬆綁入境隔離政策，求主引導
讓政府在疫情和經濟平衡中能提出有智慧的
政策，幫助百姓恢復正常的生活。

教會
1、願主使用教會弟兄姊妹，在靈命造就上跟隨主
的帶領，在領人歸主上為主大發熱心，並述
說神的救恩，未信者歸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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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會確診肢體代禱，求主保守看顧，早日
康復，身體也不會有後遺症發生。

報告
1、 歡迎新朋友蒞臨本堂，同心敬拜真神。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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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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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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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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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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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華事奉禱告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親愛的主內肢體和家人：平安！
在九月初學前靈修會序幕中，歐華展開了新的學
期。本學期繼續採用6週實體+4週線上+6週實體運作
模式，具相當靈活度，對同學們的學習效果也有正面
幫助。甚至有學生前幾週雖然沒課，卻選擇住校預備
課業，認真的態度值得肯定。
由於這是我們最後一個學期在歐華服事，除了持
續盡心擺上，也開始逐漸整理收拾，盼能處理得從容
細緻。每段事奉都有值得回憶感恩之處，盼自己仍能
不斷成長，更多榮耀主！
開學第三個週會的講員是劉民和牧師，再次聆聽
他戒毒信主的見證和傳福的熱切負擔，以及近四十年
來神透過晨曦會在台灣及多處所成就的工作，依舊讓
人感動。
元威對晨曦會不陌生，十多年前在他們的門訓中
心授過課，然而當天與劉牧師伉儷的交通，深入瞭解
他們的現況和需要；他們美好的生命見證確實激勵人
心，願為他們持續代禱的心，更是油然而生。
九月份全球注目的焦點，應該是英國女王伊麗莎
白二世的離世。令人感動的是，她雖只是虛位元首，
卻恪遵職守鞠躬盡瘁。女王廿一歲生日曾透過廣播宣
示，不論一生年日或長或短，她都將全然奉獻，服務
英國和大英國協。七十年來她遵守這個承諾到極致，
也贏得少有領袖享有的高度尊敬和愛戴。
坎特布里大主教 Justin Welby 在國葬禮拜證道
時提到，女王一生的服事，都以追隨基督為基礎；她
滿有喜樂，接近群眾，感動無數人的生命。信息裡這
句話值得我們深思：「不論在何情況下，服事的人會
被愛戴、被記念，至於執著於權力和特權的人則早已
被遺忘。」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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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歐華神學院十五週年感恩禮拜暨院長交接將於
10/5 舉行，當天有常董會，聚會後有晚宴，求
主恩待賜福！
2、元威證道：9/25 Malaga 教會主日證道，10/9
Seville 教會主日證道，10/30Marbella 教會主
日證道，10/31~11/2 外展課程。
3、麗華的論文已根據老師意見完成修訂，也完成其
他相關要求，需一段時間等候指導教授、批閱教
授的意見，以及口試可能日期的安排。
4、請常在禱告中紀念歐華的招生。求主繼續感動蒙
召肢體前來報考，也帶領教會牧者在為教會預
備事奉人才的培育上，鼓勵弟兄姊妹接受進深裝
備。
以馬內利！
元威、麗華 2022/09/22

地點
正堂
B1/會議室

人數
96（19）人
9人/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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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 日 ) 2022 . 10 . 2 ( 日 )
朱德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敬拜二團
敬拜四團
陳貞蓉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黃俊元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顏士閔 弟兄
林憲佑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謝福餘 潘怡靜
林姿涼 張睿穎
林羿萱 朱宜珩
林恆毅 陳希樂
陳渫慧、邱美葉
陳雅玲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9. 12 (一）～2022. 9. 18 (日)
自由奉獻 1筆
2,100元 收入
122,800元
主日奉獻 8筆 12,800元 支出
52,610元
十一奉獻 18筆 98,4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2筆
2,400元 門訓   ＄13,300元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宣教奉獻 4筆
3,100元
慈惠奉獻
--鮮花奉獻 3筆
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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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邱皇銘執事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邱皇銘執事
經文：王上21章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你與誰同行
五、奉獻……(祢為何揀選我)…邱皇銘執事
六、報告……………………邱皇銘執事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揚聲歡呼讚美】
揚聲歡呼 讚美稱頌我的王
高聲頌揚 歡唱哈利路亞
來到主寶座前 尊崇讚美祂
我們歡呼喜樂 來到神的面前
你是創造主 你施行拯救
你已救贖我 你是主，最大的醫生
你是豐盛之主 你是我的牧者引領我
耶穌 我君王 我讚美你

【敞開心 不停讚美】
我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唱詩讚美你
你的慈愛高及諸天 你的信實上達穹蒼
你的救恩 將我安置在高處
我向你敞開心 毫無保留
照我本相來到你面前
迴轉成為小孩樣式
呼喊 阿爸父 我愛你
我向你敞開心 毫無保留
將榮耀頌讚都歸給你
在你面前歡喜快樂 不停讚美

【抬起我的頭】
你按著我的名來認識我 不止息的愛將我擁抱
你為我穿上公義聖潔衣裳 使我活出神的尊榮
不灰心 不喪膽 倚靠主必無所缺
全能神 慈愛主 你用笑臉幫助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 我的山寨和高台
有誰像你扶持我 應允我的呼求
我要抬起我的頭 仰望主耶穌基督
榮耀君王 我四圍的盾牌
我要抬起我的頭 高唱哈利路亞
大聲宣告 一生靠主得勝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你想從神得什麼                    ⊙王安琳傳道
經文：太20:1~16
這是大家熟悉的一段經文，在這段經文之前，太
19章的最後一節，主耶穌說了這一句：「然而，有許
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到了太
20:16，主耶穌又說：「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了。」主耶穌重複說了兩次，中間
夾了這個比喻，因此我們要來看耶穌透過這個比喻，
要來和我們說明什麼真理。透過這個比喻，要來告訴
我們到底要得什麼？這個比喻和剛提到的這句重複的
話又有什麼關係？
我們回到這個比喻，比喻中提到了一個家主，他
這天可真忙，一天之內他五次外出，他清晨六點就外
出雇工人，要進葡萄園工作，並且與工人講定，一天
的工資是一錢銀子；之後他早上九點又出去，也是找
工人進葡萄園工作，中午十二點又出去，下午三點，
到傍晚五點還出去找工人，他一天之內不斷的出門，
只要看到在路旁閒站的人，就邀去他的葡萄園工作，
或許他的葡萄園很大。在以色列葡萄不是當水果，主
要是用來釀酒，會釀成清酒和濃酒；清酒用於一般日
常生活，而濃酒就是為了節慶或婚宴中使用。因此這
些酒的用量很大，所以一般葡萄園都是大面積的栽
植，而進入葡萄園的工人需要做剪枝，施肥等許多工
作，等到結實累累的階段，他們也需要許多工人協助
採收和運送。
在這裡我們猜想這家主的葡萄園很大，因此他每
一次外出找工人，都是一批批的聘入葡萄園，但在這
裡有一個問題，以色列人每個人都會做葡萄園的工作
嗎？理論上一般老闆找工人，也都是需要經過挑選
的，然而這個家主似乎完全沒有這個動作，他不斷在
路上找閒站的人，只要你是閒站沒在工作的人，他全
部都要，在這裡我們看見，家主並不看重被雇者有什
麼恩賜才能，只要你願意工作，他就願意讓你去他的
葡萄園工作。
我們知道當時以色列人有些貧困的人，他們每天
是靠打零工維生，因此利未記那裡說：「雇工人的工
價，不許在主人那裡留到隔日早晨。」因為那可能是
那工人一天生活的所需，因此我們看到這位家主的作
為，很明顯的就是他希望每個他遇見的人，都能得到
這一日的所需，所以我們看到這園主是非常憐憫、非
常愛人的，因此他不辭勞苦的一日五次外出找工人，
深怕漏掉了哪一個人，他樂意讓每個進園工作的人得
到一日生活所需，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自己生命的
方向和意義。
雖然長時間的工作會使人疲累，但工作的確是上
帝創造人之後，給予人的一個寶貴的禮物，當神創造
亞當，神就沒有讓他閒懶，神仍然給他工作，讓他修
理看守伊甸園，並為所有的活物命名。讓他能在工作
中認識到自己的所是所能，因此一個人要從工作中去
看見自己、認識自己。是快的、慢的？是溫和的還是
有衝勁的？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同，而我們可以在工作

中 認識自己的個性，並且知道自己的才能，有的人
可能有治理恩賜，有的人是教導恩賜，有的人是陪
伴、願意施捨的。透過工作可以幫助我們看到自己的
這些部份。這便是園主的目的，一方面供應他們一天
的所需，也幫助這些工人透過工作認識自己。
到了晚上，大約六點，園主便要管事的把工人找
來，要發放工資，從後來的開始，到先來的為止。這
和我們現在的狀況不大一樣，現在工資通常都是隱
私，不會讓其他人知道，但在這比喻裡，我們可以看
到這應該是園主刻意的作為，就如同後面我們看到
的，他對於工資發放的原則，也和一般人不大一樣。
他很顯明這個部份，讓所有人都知道他計算工資的方
法和別人不同。為什麼他要這麼做？他的目的和意義
為何？我們繼續往下看。
下午五點的工人來了，得到了一錢銀子，我相信
對這些人來說，一定是感到很欣喜，很感恩。而那比
較早進來工作的人來了，他們便以為他們必要多得，
誰知也是各得一錢銀子，這時這些人的感受為何？一
點都不好。對吧！姑且先不管他們的感受，我們來想
想，為什麼他們會以為自己可以得著更多？因為在我
們整體社會系統運作中，這樣是一個常態，也就是我
們從小就被教導的一個對價觀，「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沒種的沒收」，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我
努力多少，就得到多少報償，因此在不同的工作環
境、工作量及工作成果中，我們都期盼別人給我們不
同的回饋。
許多丈夫工作回家後，就會希望太太把他當皇帝
來款待，因為他一天辛苦工作，但他認為太太整天閒
閒沒事，因此他得到這樣的款待是理所當然的。一旦
這樣的對價觀深植在我們的心中，比較就會啟動它的
功能，然而當人開始比較，那許多的情緒自然就開始
在我們裡面運作，因此在這裡，那些早來工作的人發
現自己所得的，和那最晚來的一樣時，那憤怒、埋怨
的情緒就出現，並且覺得園主這樣的作法不公平。
因此他們就去埋怨家主說：「我們整天勞苦受
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
嗎?」這個抱怨裡提到了四件事情，第一就是工時不
同，第二就是工作量不同，第三是工作的責任不同，
工作的環境艱苦不同，家主怎麼可能讓我得到同樣的
工資呢？例：掃羅看到大衛被膏的心情、可拉黨看到
摩西亞倫被神使用。
當對價觀一出來，比較的心就常常在我們中間，
不論在家庭、職場或教會，當一個人在當中付出的更
多，承擔的責任更重，他就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好的
評價，更好的肯定讚美，甚至是更好的職位，當一個
公司裡的高階主管退休，誰會得到擢升？或許裡頭的
資深員工會磨拳擦掌，認為自己有機會，例：小時候
外公外婆的育兒過程。
誰勞苦，誰做的多，誰就應得更多。然而在這裡
他們所得的都是一樣，當他們埋怨家主，「家主回答
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
是一錢銀子嗎？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
樣，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

用嗎？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這樣，那在
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這段回答有三個重點，第一：家主沒有虧負工
人，第二：家主有主權分配自己的東西，第三：你
不要去和別人比較，免得你生出嫉妒的心，總括起
來講一件事，「朋友，你忘了嗎?進入葡萄園事奉是
恩典」。每個人得以進來不是因著他的才幹能力，
若不是主人的允許，工人也無法進入葡萄園。
這個家主指的就是上帝，神讓所有願意進入祂
的家人的人都得以進到當中，這段經文講的是所有
服事者進入神的家來服事，不要計較、不要比較，
因為我們要知道，沒有一個人是靠著自己的才能、
智慧和恩賜，甚至是品格或什麼優點，讓他配進入
神的家。每一個人進入神的家事奉，都是恩典，既
然是恩典，因此它工資的計算方式便與一般計算方
式不同。它就不是以你的工作量、工作責任等等這
些東西來計算你的工價。
既然是恩典，它的主權就在那施恩者的手裡。
所以祂要怎樣給、要給多少、要怎麼給，人是無法
爭辯，也無法討價還價，因為是恩典。
什麼是神所應許的一錢銀子？
這是最困難解的部份，因為它後面沒有說明，
我聽過蠻多牧者會說這一錢銀子就是「救恩」，我
自己有不同的看法，因為我認為救恩應該不是作工
的工價，因為我們是因信稱義，而非行為，那它究
竟是什麼？正因著主耶穌沒有對這部份說明解釋，
因此每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思想、默
想、禱告了很久，我也看了聖經裡很多被神呼召的
僕人，神在起初還沒有呼召他們作工之前，和他們
講定的到底是什麼？我看了摩西、約書亞、撒母
耳、耶利米、何西阿，我都感受到神和他們講定的
一件事，就是「我必與你同在」，這是神在他們事
奉之前就給他們的應許，因此我認為這一錢銀子，
就是「神與同在」。
當我們進入神的家事奉，我們就在神的同在
中，在事奉裡我們也看到神的公義、慈愛等屬性，
並在其中經歷神的作為、祂的供應等等。不單是在
我們事奉的期間，更是在我們歇下這一切工作的時
候，我們生命裡一切的所需，都來自於認識這一位
神，所以如果一個人他認為他可以透過「做」來討
神的喜悅，那他真不知道何為「恩典」，我們每一
位來到神面前的人，都要問自己「我們想從神那裡
得什麼？」神所應許給我們的一錢銀子，到底夠不
夠？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回到起初被神呼召時的
初心，讓我們知道我們能事奉都是恩典，也讓神所
給我們一錢銀子，能成為我們真正的滿足，使我們
永遠在前，不在後。
題目思考:
1.在你的生活中是否常會有計較和比較？透過今天的
信息，帶給你什麼提醒？
2.你對於「恩典」有什麼體會?
3.在這個信仰和服事的道路中，你想從神那裡得什麼?
神所應許的一錢銀子，是否足夠讓你感到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