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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來就要住此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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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消息

1. 歡迎：非常感謝一年多來擔任咱的小會議長
謝大衛牧師今天來帶領大家一起敬拜並恭守
聖餐。禮拜後請留下來交誼，享受主內一家
的喜樂。

1.婦女團契：本週五(9/04)起開始恢復週五的
聚會，上午 9:30 分聚會；本週邀請許秀琴姐
分享。10:30 雅音練唱，請姐妹們參加。

2. 小會：今天下午三點請小會員出席來跟中會
的特會員開會。另外本週六（9/5）下午六點，
張牧師也將召開就任後第一次的小會，煩請
小會員參會。

2.夫婦團契：下週日（9/06）禮拜後在地下室
舉行九月份例會，邀請張宣信牧師以「牧師
人？我當牧師的這些日子！」為題來分享，
此次例會並將改選幹部，請夫婦團契兄姊踴
躍參加。

3. 牧師就任：張牧師就任的感恩禮拜於今日
（8/30）下午 3:30 在本堂舉行，這是牧師 ◎社區事工
與會友再次在上帝面前誓約的神聖時刻，也 1. 智慧手機班：本週二 (9/01)起開始開課。
是咱教會另一階段的開始，請兄姐盡量撥時
地點在 6 樓舉行。
間參加，謝謝。
2.長青樂活站：本週四(9/03)上午 9 點開學。
地點在地下室舉行。
4. 防疫新生活：請兄姐全力配合
○
1 疫情期間請配戴口罩，量體溫，及保持
◎教界消息
安全社交距離，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本
明天(8/31)台灣神學院北區校友會將在本堂
會也施行禮拜中實名制照相，不方便來禮
舉行。
拜者，可在家透過直播參加禮拜。
○
2 恢復「平安禮」詩歌，惟互相請安時請以
拱手及點頭致意代替握手。
◎代禱事項
○
3 主日禮拜後的愛餐將在疫情趨緩後再恢復。 1. 疫情未完全平息前請為各國站在第一綫的
5. 誠徵清潔工：咱教會需要聘請一位清潔工來
協助打掃清理的工作，請兄姐幫忙介紹合適
的人員，有興趣者請與辦公室聯繫。
6. 執事預選：為因應 9/27 秋季和會部份長執的
改選，下週日 9/6 咱要預先普選出十位的執
事候選人，今年任期屆滿的執事為：石栢岡、
李玫欣、周明顯、陳怡如、梁佳宏，請兄姐
用禱告的心，以選票呼召出上帝所要差用的
工人。
7. 下次聖禮典：咱預定在 10/4 世界聖餐主日舉
行聖禮典，若有兄姐志願接受洗禮或信仰告
白，請向鍾牧師報名，並參加四週的基要真
理班。基要真理班上課時間為週日上午
9:30-10:20。

醫護人員、研發疫苗的科學家代禱。
2. 各級學校陸續開學，請為校園能做好防疫措
施保障師生的安全代禱。
3. 暑假過後咱教會各種聚會與社區服務事工
陸續恢復，請為這些事工能榮神益人代禱。
◎本週金句（台漢版）

「設使無信，就未會互上帝歡喜；因為親近
上帝者，的確著信祂有，也是報賞許個求祂
的人。」（希伯來 11：6）
本週金句（華語－和合修訂版）

「沒有信，就不能討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
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並且信他會賞賜尋求
他的人。」（希伯來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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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
講道

免驚！
馬太 14：22-33
張宣信牧師
驚恐！可能是我們目前共同的經驗，
「怕」相信也會是將來我們想起 2020 年時
共同的回憶。從年初至今我們好像一直被驚慌的烏雲所壓制住，新冠病毒讓我們活
在無數的驚恐中，五月美國因種族的矛盾引發的抗議遊行，看見許多地方變質為搶
劫暴動，各地實施宵禁，這是自由的美國嗎？11/3 日就是美國的選舉，朝野的對立
勢必更激化、標榜自由的媒體也會在各種議題上搧風點火，美中敵對的態勢逐漸昇
溫，甚至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回想剛進入 21 世紀時，世界似乎籠罩在一片樂觀
的氣氛中，
「地球是平的」全球化帶來低廉的消費、沒想到 911 恐怖攻擊發生，中國
強勢崛起，並逐漸顯露擴張霸權的心態，從此世界快速轉換到單邊保護主義，而今
疫情更加速供應鏈的重置，國際次序正在快速重整⋯世界充滿未知的變數，有學者
甚至預言美、中五年內會因台灣在台海開戰？世界局勢詭譎多變在在令人擔憂。
除了這些外在客觀環境的變化我們無法掌控外，通常我們也會為個人的生活擔
憂害怕：會不會被接納？會不會經濟困難？會不會關係破裂？將來生活能自理嗎？
最後階段會不會痛苦？真如俗諺所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
「驚」一直是我們
生命重要的課題。我們的創造主知道我們的軟弱，在聖經中一再給我們「不要怕」
的應許，更有 600 多次談到祂要我們心裡有平安。
耶穌在黑夜的風雨中在海面上行走，來接近門徒們的神蹟，馬太 14 章交代這
事發生時的時空背景。當時因希律不久前剛將施洗約翰斬首，而良心不安，當他聽
到耶穌的事蹟時，就認定耶穌可能就是施洗約翰復活，這認知可能會對耶穌的生命
造成威脅，所以耶穌為此避退到曠野。但希律對耶穌的誤解，卻反而促使更多的民
眾對耶穌產生好奇，他們就從各地蜂擁而至。這說明了那時為何會有那麼多人聚集
在曠野，而耶穌也在此行了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耶穌這些行動更助長猶
太人對祂的期望－成為他們政治、軍事的彌賽亞，這也是猶太人與門徒一直無法接
受「受苦彌賽亞」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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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群眾追捧常會讓人沖昏頭，忘了自己是誰，不但迷失方向也失落使命感。門
徒們的心情也必然受群眾對耶穌這錯誤的期待所影響。他們一定很享受因耶穌而沾
光的喜樂。難怪耶穌要立即強「迫」學生上船！先行離開現場，祂獨自留下來解散
群眾。耶穌自己則以祈禱來沉澱自己、找回自己，從上帝那裡重新得力，領受使命！
祂要學生上船，先行過去彼岸－伯賽大。意味祂也將會「過去彼岸」與他們會合，
但何時？用何方法過去與他們會合？主耶穌並未言明。耶穌在料想不到的時間用料
想不到的方式接近門徒，讓他們嚇壞了。門徒們在加利利海的這趟航程，讓他們害
怕不是風浪，卻是於黑夜風浪中走在海面上的耶穌！耶穌隨即出聲安慰他們說「安
你們的心，是我！不要怕！」我們能「安咱的心」
，與「

免驚」最主要是中間這字

「是我」--有主耶穌。
這中間又發生彼得也要求走水面來接近耶穌的插曲。彼得絕非是個小信的人－
他有憑信心跳躍的勇敢，走出他舒適的安全圈，後來為何會幾乎滅頂，問題出在他
未能定睛在主，也出在於他對主的信心未能持守至最後！彼得的小信是因受外在環
境影響，忽然間很理性的想到自己處境危險，而耶穌不見得有能力處理，驚惶的情
緒就將他淹沒了。周圍看是驚濤駭浪，往前看則是主耶穌與祂的應許，你將你眼睛
的焦點放在那裡？
主耶穌憐愛的責備豈只是對彼得？對其他的門徒與今天的我們，祂仍然帶著憐
愛對我們說：「小信的人啥事懷疑」！我們的小信常表現在只相信自己的理性而否
定神的權能，也在於有時主耶穌在我們想不到的時間、以想不到的方式接近要幫助
我們時，我們反因害怕而拒絕。如同門徒們雖已經歷過許多神蹟恩典，但我們仍需
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親身經驗來確認祂真的關心我嗎？「耶穌是否真正是上帝？」
這神蹟給我們一些屬靈的應許，因今天我們仍在這諸多風浪的世界奮鬥，耶穌
與我們約定我們一定會在彼岸會合！雖怒海孤舟，但我們並非孤單的僅能靠己力硬
撐，要相信在有需要的時候祂會出現。若我們如彼得覺得快要被困難險阻憂傷痛苦
淹沒時，出聲呼喊「主啊，救我！」祂必伸手牽救。讓我們克服自己的「小信」
，抓
住耶穌的應許：【安我的心，是主耶穌，我

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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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基本上有 5 個功能：敬拜、團契、教導、事奉、宣教。茲以耶路撒冷教會為例，
予以說明（參徒二：41-47）。
當五旬節聖靈降臨時，因極大的響聲，吸引了許多居民與外地來過節的百姓。彼得
與使徒們就對他們宣講：耶穌是基督，祂被釘死，但已復活了。眾人聽了覺得扎心，當
時領受信息、受洗的，約有 3 千人，於是耶路撒冷教會就建立了。
當時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祈禱」。
他們的敬拜生活，是天天的、是恆切的；他們既有同心合意在殿裡的群眾敬拜，也有小
組與個人的敬拜生活。他們在家中以擘餅紀念敬拜耶穌， 也在禱告中敬拜上帝。因此，
耶路撒冷教會是一個充滿榮耀敬拜的教會！
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雖然眾多，但他們卻能「都在一處」
，
「彼此交接」團契。在制
度上，他們建立「凡物公用」的生活模式；有能力的，
「賣了田產、家業」
，照著「各人
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在實務上，從外地來的信徒，就分別住在當地信徒的家中，過著小
組團契的生活。因此，耶路撒冷教會是一個親密團契的教會！
耶路撒冷教會信徒「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接受教導，他們「都恆心遵守使
徒的教訓」，也就是耶穌的教訓。因此，耶路撒冷教會是一個切實教導的教會！
耶路撒冷教會信徒既恆心遵守耶穌的教訓，就起來照顧許多寡婦，供應他們飯食，
連說希臘話的外僑寡婦也照顧供應，教會的事奉深深獲得「眾民的喜愛」
。因此， 耶路
撒冷教會是一個殷勤事奉的教會！
耶路撒冷教會擅長信息型佈道，彼得與使徒常宣講福音；也有權能型佈道，
「使徒
行了許多奇事神蹟，眾人都懼怕」
；更有愛心服務型佈道，
「得眾民的喜愛」
，於是，
「主
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因此，耶路撒冷教會是一個火熱宣教的教會！
耶路撒冷教會之所以如此快速發展，正因為他們完全依從耶穌所交付的「大誡命」
與「大使命」
。耶穌說，誡命中最大的是：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其次
也相倣， 就是要愛人如己」
（ 參太廿二：37-39） 耶穌所規範的，可以說是「敬拜」與
「事奉」
。而耶穌所頒布的大使命是：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太廿八：19-20）耶穌所
規範的，就是「宣教」、「團契」、「教導」。
因此，教會必須專注在「敬拜、團契、教導、事奉、宣教」這 5 個功能的建造上，
並真正地實現每一個功能的目的。這才是教會真實的建造！

(轉摘自航向 2020/08)

教會週報第六版

主後 2020 年 8 月 30 日

【傳福音】

我們能如何面對農曆七月？
◎溫永生牧師
面對民間習俗裡的農曆七月，應當如何面對呢？長年研究華人民間信仰的溫永
生牧師提到，農曆七月份對基督徒來說，不是怕鬼月，而是得勝月，也是平安月。
聖經裡多處提到，耶穌基督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是掌管宇宙萬物的主宰，而
祂也是賜平安的神、賜平安的主，真正的平安是從主耶穌來的。
既然我們已有了賜真正平安的主，面對民間習俗裡的農曆七月，應當如何面對
呢？長年研究華人民間信仰的溫永生牧師提到，農曆七月份對基督徒來說，不是怕
鬼月，而是得勝月，也是平安月。

耶穌已為我們勝了世界
耶穌為我們世人釘在十字架上擔當罪。當祂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時，
福音的真理就對我們說，我們的罪因此可以得赦免，與上帝的關係可以和好，也可
以與人建立一個和諧的關係，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從上帝來的。透過耶穌基督釘十字
架，帶來的人與神關係的和好、人與人的關係和睦，帶來真正心靈的平安。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也帶出一個結果，就是藉著祂的死，敗壞了掌死權的，就是
魔鬼。耶穌被釘十字架就宣布，祂是得勝的，勝過陰間的權柄，勝過魔鬼的權勢。
所以感謝主！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為我們人類成就了一件很偉大的事，就是敗壞了
魔鬼的權勢，我們可以得著真正的平安。
約翰壹書第四章第 4 節又說：「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
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們靠著主耶穌就不用害怕，因
為耶穌就是我們的保護者，只要相信真理，藉著禱告來抵擋魔鬼，就可以勝過魔鬼
一切的詭計。

基督徒可藉此宣告得勝
農曆七月，對基督徒來說，可以照常買房、買車，照常娶媳、嫁女，也可以照
常搬家入新宅，對我們來說，每一天都是好日子。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因為我們
明白，耶穌是創造與掌管天地萬物的主，是我們的保護者，所以我們就倚靠祂，不
必害怕。
我們可以透過禱告，命令魔鬼邪靈離開我們的家庭，離開我們家裏的人，我們
可以靠著耶穌的權柄過一個得勝的生活，真正得到平安。靠著耶穌的權柄和大能，
將鬼趕出我們的家庭，讓家庭得到平安。這是聖經啟示我們的真理，也是許多基督
徒的經驗。
已經信主的基督徒，在農曆七月時，需要更多的操練信心。透過更穩定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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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讀經禱告、與神親近，我們的信心越進步，就可以得到越多的平安，當你
的信心不斷操練、不斷進步的時候，在農曆七月裡，就不會受到民間風俗影響，也
不會怕鬼，反而靠著耶穌，可以勝過鬼一切的權勢與詭計。

初信主信徒或慕道友的因應建議
有些弟兄姐妹因為剛剛信主，或還有其他原因，擔心不在門口拜拜，靈界邪靈
是否會來搗亂，會給我們帶來不平安；也有些人則是信耶穌後第一次遇到中元節。
若有這樣的憂慮，建議您可以請教會來幫忙，請教會的牧師、傳道去到你家裏
或是到公司或店面，來舉行平安禮拜，為你們的家庭來禱告，為你的公司、為你開
的店來禱告求平安。

給未信主的朋友
基督徒都明白，真正的平安，是從主耶穌來的。若您現在對基督信仰仍有所懷
疑，您可以試著到教會裡聆聽福音，也可以和你的基督徒朋友親戚聯絡，請教他們
如何在農曆七月得到真正的平安。
信耶穌的人是最有福氣的人，我們倚靠耶穌，不單單靈魂得救，不單單得到永
遠的生命；面對許多人害怕的七月風俗，基督徒能有這麼寶貴的平安，這就是我們
信耶穌帶來的另外一個好處。
所以，若是您還沒有接受耶穌作您的救主，鼓勵您快快來接受耶穌作您的救主。
您可以來到主面前，承認過去不明白這些道理時，也拜過這些好兄弟、拜過這些孤
魂野鬼，不過沒有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主赦免你的罪，您就可以打開你的心，邀請
主耶穌住在你的裏面，來作您的救主。相信這樣以後，您就可以開始經歷到主耶穌
要賜給您的真正的平安。
邀請您一起作以下的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感謝祢的恩典！我們明白，人死不會變鬼，農曆七月份的
鬼不是人死變的，也不是孤魂野鬼，完全是魔鬼騙我們的。我們求上帝赦免我們，
過去不明白時候所做的事，今天我明白信耶穌、倚靠耶穌，才是得到真正平安的一
條路！
求上帝賜給我信心，我要打開心門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求主帶領我，也賜給
我更大的信心，今年七月份就是得勝的月份，也是平安的月份，願上帝賜福我的家
庭，給我們全家也得著平安。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宣告得勝與平安
求上帝賜福每位讀到此文的朋友，今年就是你平安的一年，也是得勝的一年。
七月份不是怕鬼月，而是得勝月，也是平安月；而今年您不用再害怕，而是能夠得
到真正的平安，不單單是使自己心中有平安，也可真正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摘自: 網路 http://blog.goodtv.tv/goodtvblog/peacemonth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