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惠來里基督徒聚會處 

Hui Lai Li Christian Assembly 
第 1245 期 

2020 年 3 月 15 日  主    日    週   報 

地址：台中市西屯路二段 208 巷 3 號 （塔木德飯店旁的機車行巷內） 

電話：（04）2311-3896       傳真：（04）2312-7514 

Email: hll.church@gmail.com   網站：hllchurch.org 

統編：7895-2779           惠來里基督徒聚會處      

異象：傳揚福音．成全聖徒．建立教會．候主再臨 

 今年主題：長成基督的身量            本週讀經進度：羅馬書第 11 章  

主日講題：脫離罪和死的律 

經    文：羅馬書第八章  

詩    歌：聽啊千萬聲音雷鳴、深深愛慕祢、古舊十架 

 本週 下週 

主日崇拜聚會講員  謝國銘弟兄  劉介磐弟兄 

領會、司琴/司鼓、配唱  宙祥、慧雯/胤霖、淑芬  立仁、光啟/光迪、羅芸 

插花、錄影、音控  金菊、立箴、佳珍  慧娟、典辰、鈞緯 

分發週報、愛筵後清理 家庭第三大組 家庭第四大組 

兒童主日學 麗蓉、素玲；微惠、敏恩 3微惠、敏恩 威皓、忠益；建美、立箴 4建美、立箴 

成人主日學/總招待  曜同/ 明淵  妃翎/ 賜郎 

擘餅/ 遞餅  宙祥/ 旻謙、瓊馨  光中/ 偉俊、美妹 

遞杯 依玲、瑞娟 仁秀、淑芬 

報告事項 
1. 【歡迎】第一次來參加聚會的新朋友和弟兄姊妹，我們在主裡竭誠歡迎；請簡短

自我介紹，讓我們認識您；邀請會後留下共享愛筵，加入教會愛的大家庭。 

2. 主日愛筵後下午 1:30-2:30 召開兒主會議，在社區教室，請老師們預留時間參與。 

3. 主日愛筵後下午 1:30-2:30 召開教會同工月會，[福音&關懷]團隊在餐廳。2:00-3:00[法

人&制度]團隊，在社區教室召開。 

4. 今年教會的門徒訓練，推出雙主餐的造就課程，除了介磐弟兄每月一次培訓外；成

人主日學及大部份的家庭小組三月初起將使用王華琦弟兄“羅馬書 40 講”作為聚

會的材料，每課都有視訊及課本教材（將深奧真理轉換成圖表），求主給我們有吃

乾糧的屬靈好胃口，課本樣本放招待桌上，每本 200 元，請於會堂後面登記購買。 

5.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台灣已有社區零星個案，教會有責任提供安全的聚會環境及保

護弟兄姊妹，即日起以下六點需要大家配合-- 

1.參加教會聚會及協會活動的弟兄姊妹和社區長輩，請戴上自備的口罩！2.教會及

協會備有 75％酒精噴手，放在招待桌上，有需要的自行使用，鼓勵多洗手。 

 



3.建議發燒、咳嗽的在家休息！4.愛筵時才能拿下口罩，請各人吃自己的飯，不要

交通分享，要談話時請戴上口罩。5.除開放會堂用餐外，也備有便當紙餐盒，需將

愛筵餐食帶回家享用的，可參考使用。6.問安以拱手或揮手致意代替握手，避免身

體接觸。將會因疫情的演進，有不同的面對說明！戴口罩、勤洗手總比被隔離、被

感染還好。 

代禱事項 

1. 為 4/12 復活節浸禮禱告，求聖靈動工在我們所接觸關心的慕道友心中，將得救的

信心和恩典賜給他們。 

2. 培修&素玲的母親陳媽媽因大腸癌後期，已轉到中國附醫的安寧病房，願主保守看

顧陳媽媽免於疼痛不適，求主將得救的信心放在她的心中！  

3. 求主興起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教會，引導我們自卑、禱告、尋求主面、真實悔改，

轉離惡行。我們求主憐憫救治每位感染病毒的人，引導他們及家人歸向主耶穌。求

主保守中港台澳及列國各處的隔離措施能有效堵斷病毒的擴散，止息瘟疫。 

【教會上週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440 元/ 什一奉獻 49,600 元/ 感恩奉獻 5,000 元  合計 55,040 元 

兒童主日學 暨 學青團契  
1. 為 4/18 兒童復活節公園傳福音行動禱告，求主賜我們策略，把社區居民帶入教

會。 

2. 為孩子們能有健康的身心靈禱告，免於受疫情的影響，為兒主老師們能在教學上

有創意，能有傳講的口才禱告。 

3. 為高三的弟兄姊妹禱告：光迪、昱安、奕均大學學測，育誠 5/2-3 大學統測，求

主帶領預備最合適的學校科系。  

4. 大專小組負責籌備暑期兒童營，求神賜智慧！ 

長青講題：                  經    文：羅馬書十章

 本週(3/12) 下週(3/19) 

週四長青崇拜聚會講員 查經：羅馬書十章  

野外禮拜:  

塔塔加及鹿林神木之旅 
領會/查經 莉莉/ 萌萌.芳娜.占先 

愛筵服事 世連、莉莉、美娜 

長青團契 暨 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1. 3/19(週四)長青野外禮拜: 塔塔加及鹿林神木之旅，遊覽車上需戴口罩，當日早上

6:30 長安國小出發，繳費請洽瑞娟姊妹，細節請參考金黃色 DM。 

2. 3/29(日)下午 1：00-2：00 於社區教室召開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 

眾教會 暨 台灣基督徒聚會處差傳協會(TCAM)  
1. 中科教會：求神恩膏教會長老與講台弟兄成為祂話語的出口。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話

語，在家庭與職場建立禱告祭壇，成為世上的光。 

2. 虎尾教會：求主興起一群大能的子民，成為福音的精兵，得勝的軍隊，在鄰近社區

和虎科大為主得人。  

3. 差傳協會：求主供應每個月所需要約 65,000 元的經常費；求主使用每期雙月會訊，

達到交通與教導的功能；求主帶領 109 學年度的招生工作，得以順利。   



羅馬書中的救恩要理與生命之道 

     羅馬書是聖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內容奧妙豐富，雖深亦淺白，內裏有

發掘不完的真理。據悉自古至今，為羅馬書作註與詮釋之書，比聖經中其他任何

書卷都多，可見其重要性。也有學者說如果聖經其他書卷不見了，只剩下約翰福

音與羅馬書即夠用，這不是誇大的話。今以“生命”為主題，將羅馬書簡要的分

為四大段落，然後重點式提出一些要訓與亮光，彼此分享勉勵。  

一．因主而活的生命（羅 1-5 章） 

  1.羅馬書第一至三章 

  這是救恩方面，也是首要方面，不能不題的是人之罪和神的震怒與刑罰，因

這是福音的開端。保羅毫不隱瞞的說到三類人的罪。  

  從以上看來，人，你跟我在內，已落在絕路中，靠律法不行，靠自己“立功

之法”（羅 3：27）即一切修行，善行，苦行嗎？都沒有用。完全無希望？死路一

條？這時羅馬書指出一條出路，也是一條生路，即第三章二十八節指出“所以我

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2. 羅馬書第四至五章 

  這裏論到因信稱義，因信得恩：首先第四章三至四節舉出實例，並加以說明。

即“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作工的得工價，

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人只要一“信”就可蒙恩，就可稱義，似乎太容易，

太簡單，太便宜了，因而也有人誤解認為這是“廉價”的福音，為此偏偏“信”

不來，卻不知神為人付上了何等大的代價，犧牲了祂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的生命，

這純粹是出於祂無比的大愛，因而第五章筆鋒一轉，即把神奇妙的大愛闡明。  

二．靠主而活的生命（羅 6-8 章） 

  1.律法與恩典 

  既然罪有罪的報應，罪的工價（結果）乃是死，上帝把白白的恩典（恩賜）

賜給我們，讓我們在基督耶穌裏得着永生（羅 6：23）。因此信靠祂的人就應該向

罪死而向主活，也就是靠主活。  

  律法既然在人的得救上似乎毫無功用，也似乎是多餘的，是否人就不需要律

法？保羅在第七章七節，十二節和十三節，也強調的說了兩次“斷乎不是”，並

說明律法主要的功用是叫人知罪。  

  2.肉體之律與聖靈之律 

  進到第七，八兩章，保羅坦然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與掙扎，兩個“律”即失敗

與得勝，內在的屬靈戰爭，寶貴的經歷陳明出來。使我們看見人的本相與罪惡捆

綁的勢力，乃我們真心信主之後必有的一場激烈的屬靈鬥爭。  

  在第七章一至六節裏，保羅交替用“我們”與“你們”以及“我”，接下去

第七節至第二十五節中，幾乎全部用“我”一字，在這一場激烈的戰爭中，“我”

自己一個人出頭，這“我”卻又死不透即變成私慾，舊我，老我或老亞當，也就

是罪根與罪性，更是轄制我們的罪的權勢。造成最痛苦的也就在“我”字，造成

失敗的主因也是“我”字，主因第七章全章保羅用了“我”字共二十五次之多，

而“聖靈”二字卻沒有一次！怪不得保羅叫苦連天的哀嘆說：“我真是苦啊！誰

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 7：24）然而接下去第七章二十五節他卻歡呼

說：“感謝神”，靠主耶穌與第八章講到靠聖靈而“得勝有餘了”（  8： 37）。  

  關鍵在乎第八章他用“我”字共四次，而聖靈共有十八次之多，這是何等明

顯的對比。靠着主與聖靈，不但勝了肉體之律，更靠主與聖靈勝過苦難與迫害，

這是第八章最後一段 35 節至 39 節宣告的。  

三．尊主而活的生命（羅 9-11 章） 

  這是看清楚主奇妙的安排和帶領。尊是尊敬，遵從，順服主的旨意的意思。

保羅本是猶太人，但他從主領受啟示，明白自己的同胞猶太人，怎樣被主揀選而

被暫時丟棄：  



  1.猶太人的命運 

  A.上帝揀選的主權──猶太人的過去被選（第九章全）  

  B.選民悖逆的後果──猶太人的現在被棄（第十章全）  

  C.上帝奧祕的感嘆──猶太人的將來被救（第十一章全）  

  2.對同胞的關愛   

  保羅的論點突然又轉向選民猶太人，似乎與我們沒有甚麼關係，可是他也表

達了其內心念念不忘自己同胞骨肉之親的得救問題。我們若仔細讀第九章一至三

節中的“與基督分離”，比較第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節“與基督的愛…上帝的愛

隔絕”，再想想他愛同胞骨肉之心，何等深切難得，這是今天華人基督徒所應當

效法的。  

四．為主而活的生命（12-16 章） 

  保羅在前面十一章講完福音救恩後（教義神學），一轉而轉到信徒實際“生

活”（實踐神學）的課題。前一大段為“生命”，後一段為“生活”，生命與生

活又有何不同？“生活”是內在“生命”外在的表現，人有怎樣的生命，就有怎

樣的生活。  

  1.信徒對教會與外界應有的心態 

  在羅馬書第十二章，保羅首先以情以理以法，勸勉信徒應獻身為活祭，殷勤

火熱事奉主，對仇視反對教會者或個人恩怨應讓步，並以善勝惡，這也是主耶穌

所教導愛仇敵並為他們禱告的真理。  

  可是進到第十三章一至二節，他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

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

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這方面常引起一些信徒誤解，以為聖經要我們絕對

的順服。其實綜合聖經各方面與這裏的教導，這方面的指示，乃是要基督徒順服

那順服在上帝主權下的掌權者，並且本着聖經的真道與良心，實踐身為公民的順

服，如納糧（納稅）與服公役（ 13：6）等。但若掌權者以種種理由或藉口限制禁

止我們的信仰與良心時，特別是專制獨裁，殘民以逞，乖戾暴虐，壓制信徒，那

麼順服已變成屈服，再進一步講是已被征服，不然信徒就應預備為主真道與信仰

而付代價了（參徒 4： 19；5： 29）。也因此保羅有第十四章七至八節生死為耶穌

的寶貴教訓。  

  2.信徒彼此之間相處之道 

  A.不再彼此論斷（ 14：13）B.彼此建立德行（14：19） C.彼此同心（15：5）  

D.彼此接納（15：7）  E.彼此勸戒（15：14）   F.彼此交往（ 15：24）  

  3.對福音使命的關注與參與 

  保羅留給我們的美好榜樣乃是：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

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羅 15：20）  

  4.主內同工的關顧與情誼 

  羅馬書最後一章第十六章，保羅列出致候問安的名表一大堆，都是他的同工

與親屬（參羅 16：3， 7），“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羅 16：5）。他這

麼不厭其煩地一一題名問安，這是真心的關懷與主裏愛心的流露，因保羅老早經

常為他們逐一題名禱告，故此背得出這堆人名（參 1： 9，10）。  

結語： 

  打從第一章十節保羅就有心願盼望“能得平坦的道路”去羅馬還福音債，至

終按神的時間去了，卻不是“平坦”的道路，乃是以囚犯身分被押去，並且在船

上遭遇狂風大浪，幾乎喪命，可見順着上帝的旨意和引導，並不一定一帆風順。  

  最後，回頭看看羅馬書第九章一至三節，他，保羅，熱愛同胞的心志；  

  再回頭看羅馬書第十五章二十至三十二節，他，胸懷普世的胸懷。  

(節自金燈台活頁刊 /作者陳潤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