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惠來里基督徒聚會處 

Hui Lai Li Christian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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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20 日  主    日    週   報 

地址：台中市西屯路二段 208 巷 3 號 （塔木德飯店 & 惠宇觀市政 中間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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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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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統編：7895-2779        惠來里基督徒聚會處      

 值年同工 : 余宙祥、曾胤霖弟兄                        

 今年主題：背起十架 & 愛中聯結            本週讀經進度：利未記 26 章 

主日講題：從聖經看禱告          經    文：馬太福音 6:5-15 

詩    歌：叫我抬起頭的神、投靠者的讚美、與主合一 

 本週 下週 

主日崇拜聚會 講員 劉介磐弟兄 周軒宇弟兄 

領會、配唱、司琴、司鼓 胤霖、淑玲、慧雯、光迪 鈞緯、偉銘、育誠、穆可 

插花、錄影、音控、吉他 慧娟、立箴、佩霓、寬祐 金菊、慶忠、重光 

遞餅/遞杯 明淵、旻謙/ 淑芬、柏香 賜郎、瓊馨/ 依玲、柏香 

總招待/擘餅 明淵/ 宙祥 賜郎/ 光中 

愛筵清理 、Zoom操作 社青、猛崴 長青、宗沛 

兒童主日學 微惠/素玲、敏恩/萌萌 建美、忠益/淑玲、光迪/旻謙 

週二禱告會 領會/代禱 慧雯/為家庭第四小組 鴻昌/為長青團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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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設立福音車基金招募，籌畫募款 140 萬購買福祉車一台，感謝主!目前基金

已募得 1,343,887 元，謝謝大家關心和奉獻支持，義賣的編織杯墊&水果籃、黃金

泡菜、紅豆糕、福壽蛋(請洽芳娜&高麗華姊妹)，結餘皆進入福音車基金。協會

將開奉獻憑證，款項交給慧娟姊妹。 

3. 今年劉介磐弟兄在教會有 6 次主日講台，利用下午時間(13：00-16：00)，每次 3

小時，和弟兄姊妹分享：舊約綜覽，以訓練中心的名義開課(每人報名費 1500 元)

上課講義每本 100 元，報名繳費請洽豐仲弟兄，已 20 人報名，3/20 第二次上課。 

4. 4/17(日)復活節中午教會備有洗禮，請已明白救恩的慕道友向各小組長報名，目

前已有五人報名洗禮 (陳碧雲、姜素琴、陳方齡、呂雪碧、丁宏文)，參加基要真

理課程，願有更多人相信主的救恩，願主的名在我們社區被高舉。 

 



代禱事項 
1. 請大家繼續為妃翎姊妹及巧慧母親吳秀雪女士的肺腺癌治療代禱。 

2. 楊文燦老師的淋巴癌二期有擴散到右腎輸尿管，在台大醫院進行類固醇與標靶治

療，日前已出院休養，為後續治療代禱。 

3. 為金芝姊妹的身體持續進步感謝主！ 

4. 福音&關懷團隊三月開始，為過去一年受洗者成立造就群組，用王華琦弟兄分享

的馬太福音餵養。該團隊每週一晚上有線上禱告會及不定期探訪和關懷，主要服

事為慕道友上基要真理課程及新朋友的接待。 

教會上週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531 元/十一奉獻 74,000 元/代轉傳道同工 14,000 元      合計 88,531 元                                                                                                                                                                                                                                                                                                                                                                                                                                                                             

 

教會二月份奉獻收支 
  經常費收入 143,930 元，支出 310,975 元(含轉 10 萬到冷氣更新專案，另轉 10 萬到 

   宣教基金) ，累計結餘 180,799 元。另代轉傳道同工 19,000 元。宣教基金奉獻差 

   傳協會事工五萬元 

 

兒童主日學 暨 學青團契 暨 小社青 

1. 為高三的浩恩、立箴在預備 4/30-5/1 的統測能有安靜的心，也求神帶領他們到最適

合的學校。感謝主!耀心(宗沛&慧雯家 老三)已經由特殊選才進入嘉義大學。 

2. 求主看顧保守在過年後要換工作的弟兄姊妹，能順利找到合適的工作。  為建恩

(添立&微惠家 老大)當兵平安感謝，3/17 將退伍，找工作順利禱告。 

 

長青講題：野外禮拜                     經文： 

詩    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永遠的靠岸(台語) 

              本週(3/17) 下週(3/24) 

 週四長青崇拜聚會講員 野外禮拜:草嶺深度旅遊 鄭慧齡姊妹 

 領會/查經 瑞娟/ 曹克昌醫師伉儷分享 芳娜 

 愛筵服事 (當日早上七點長安國小出發) 玉蘭、秀足、金菊 

 

長青團契 暨 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1. 感謝主! 天氣轉暖及疫情緩和，有許多社區新長輩進入長青團契及協會參與聚會

及課程，有些長輩甚至是親戚或老鄰居，真是”食好鬥相報” 。 

2. 3/27(週日) 中午 1：00-2：00 於社區教室召開惠來關懷服務協會第四屆第六次理

監事會議，敬邀與會！ 

3. 5/5-7(週四至六)長青野外禮拜:澎湖花火節，有意參加的長輩請參考 DM，報名需

先繳三千元訂金，機票確認後需繳尾款，報名、繳費洽瑞娟姊妹。名額 30 位，

已二十六人報名! 若因疫情無法成行將全額退費。 



信息題目：從聖經看禱告                          馬太福音 6:5-15 

6: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和十字路口上禱告、

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報答你。 

 6:7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6:8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

道了。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信息綱要： 

一、什麼是禱告 

二、為何要禱告 

三、如何學習並操練禱告 

四、聖經中禱告的榜樣與影響 

五、結論 

 

基督徒聚會處訓練中心【陪伴者事工】課程大綱： 

壹、從聖經來看靈性關懷 

貳、陪伴者需具備的特質 

叁、如何陪伴憂傷者（一） 

肆、如何陪伴憂傷者（二） 

伍、協助危機中的人 

陸、長者的心靈關顧 

柒、生命臨終時的靈性關懷 

捌、實務演練──助人技巧與歷程 

 

中心新一季的課程，是 ZOOM 線上課程，報名洽光中弟兄，另外 3/20 下午二點在中

科教會有差傳協會的會員大會，邀請每位曾經上過課的會員參加。 



 



利未記第二十六章－遵行者的福祉與悖逆者的禍患 

一、神再次提示子民離棄偶像(26:1-2) 

1、子民在他們的地上不可立像，而信實的持守神所定的日子，到他們所敬愛的神的

居所去親近祂，去向祂禱告尋求。 

2、在神的話語中受教生活，在祂面前不斷更新調整，並重新得力，這是子民最蒙福

的生活原則，會保守神的子民不失腳，長久活在神的賜福中。 

二、神應許賜給子民豐富(26:3-5) 

1、神要賜給他們天上的福，地上的福，地裏所藏的福，使他們得著各樣的、不斷的

豐富，（正如賜給約瑟的福，創 49:23-26，申 33:13-17），叫他們不必為生活的需要擔

憂，因為神要叫天地萬事萬物都為他們効力，這樣活在神面前的人，是不會貧窮的。 

2、舊約時期如此，這些應許在新約更有效，這是主耶穌所說，神的兒女若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生活的需要，神必天天加給你們(太 6:25-34)的依據。 

三、神應許賜給子民平安(26:6-8) 

1、神要叫他們無憂無慮的生活，不用擔心惡人或惡獸來攻擊傷害他們。 

2、也不要擔心害怕的度日，晚上睡不著，白天也憂愁，神會賜給他們心靈的平安，

是外人與環境所奪不去的。 

3、即使有仇敵來攻擊他們，他們也必因神的同在，而使他們大大得勝，叫仇敵羞羞

慚慚的退去，這樣的例證在後面的歷史書中，屢屢常見。 

四、神應許子民生養眾多(26:9-10) 

1、神應許使他們有生產之福，又有乳養之福，還有教育成長、成全之福，使他們不

僅人丁旺盛，而且個個聰明智慧，長大成人又成才成器，使他們富富有餘，民強國富，

是列邦所景仰，萬民所羨慕的，使他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不可勝數。 

2、進入新約時期，若是教會中的兒女，也是這般愛慕神的話，學習並遵行神的教導，

主就會給他們打開一個天上敞開的窗戶，將神所賜的豐富倒在他們的懷中(路 6:38)。

又給教會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啟 3:8），像初期耶路撒冷的教會，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徒 2:41-47）。 

五、神應許同住同行,作子民的神(26:11-13) 

1、神的帳幕在他們中間，就是與他們同住，神不僅不會厭惡他們，而是喜悅他們，

他們若有甚麼行動，神要親自與他們同行，他們所在之地，也就是神同在之地。 

2、神當然不會允許任何人來欺負他們，壓迫他們，加重擔給他們，神的榮耀在他們

中間，使他們所到之處，都帶著神的榮光，他們在地上的萬民中，生活的最有尊嚴，

光明磊落，豐富和祥，有教養，受到世人的尊敬。 

以上這一段神所應許的五大點賜福，看起來非常簡單，其實卻是豐富無比。 

六、警誡悖逆子民將遭遇的災禍(26:14-22) 

1、他們的心靈經常有所擔憂，生活常常受到意想不到的攪擾，許多莫名其妙的事就

會發生，使他們驚惶，無名的威脅與恐懼，叫他們不得安寧，天災人禍防不勝防，好

像天地都作對，諸事不順。 



2、若是遇到這些情況，子民還不知有所警惕反省，趕快悔改認罪，回歸到神的面前，

他們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落到更大的災禍中，他們不要想他們能仰仗甚麼更大的勢

力，能拯救他們脫離這類災禍的惡性循環。 

七、若不悔改歸神，災禍將更加重(26:23-26) 

1、野地的走獸，乃是指一些兇暴的惡人惡事，在歷史上，亞述帝國、尼布甲尼撒，

都曾是這類走獸。 

2、天災、人禍引起的死亡瘟疫，都不是偶然的臨到，是人的罪惡，觸動了神所設定

的自然報應的管理所至，世人可以不信，或者迷信一些妖言惑眾，去行些更荒誔不經

的邪言邪術。 

3、神的子民若在此情形仍不回轉，他們的遭遇會更悲慘，不是神忍心，而是祂的公

義，要祂的子民與兒女受管教，要使他們的心靈得救。 

八、其地將成為荒場子民分散列邦(26:27-33) 

1、神既能叫最狂妄自大的埃及人，和最剛愎自用的法老，都恐懼戰兢，鬆開他們的

手，俯伏認罪，神難道就管教不了祂自己的子民與兒女嗎？ 

2、神會用更嚴厲的手段教訓悖逆的子民，把他們分散到列國萬民中去，收回祂所賜

給他們的產業與國度，叫他們嘗盡世間各種的苦楚，他們就會知道，他們的神耶和華

原來賜給他們的產業與國度是何其美好，是何等愛他們，曾經祝福保守了他們。 

3、子民若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們將比萬民更悲慘，又會像他們祖宗一樣淪為奴隸。 

九、子民卻在仇敵之地仍不得安寧(26:34-39) 

1、神叫地歇息的時候，子民卻不能得安息，他們會惶惶不可終日，終年甚至終生不

得安息。 

2、猶太人後來的歷史，證明了神的話是真的，是不打折扣的，他們在萬民中拋來拋

去歷兩千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因基督徒在神面前的愛心，使他們

有機會重建他們的家園，再建他們地上的國度。 

3、若是他們不知早早回轉到基督面前，他們遲早還會遭遇到更大的苦難與災禍。 

十、他們悔改,神將記念與先祖之約(26:40-45) 

1、神應許他們在被擄之地，蒙拯救的機會與道路，只要他們肯徹底的認罪和悔改，

神的救恩總是在那裏，等著神的子民與兒女去支取，去兌現。 

2、這些應許與警誡，都是為著神的子民，能長久活在神榮耀的救恩與福祉中。 

3、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華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藉著摩西所立，向當

時以色列子民頒佈的。 

結論： 

1、這些原則對於新約之下神的兒女，也是有效的。 

2、神的恩慈與恩典只會愈過愈豐富，新約的恩惠遠超過舊約時期，遵行神的教誨與

話語，會經歷更豐盛的救恩。 

3、但是，神的公義和信實是神的兒女當敬畏的，正如《希伯來書》的作者所警誡的，

神的兒女若忽略這麼大的恩典，怎能逃罪呢？（來 2:1-4） 

4、神和主都是輕慢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