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澳洲不斷出現極端氣候，冰雹、暴雨造
成國內許多災情，求主保守消弭天災，讓百
姓平安度日。

台灣:台灣水果因大陸抵制而面對銷售困境，
求主幫助打開其他銷售管道，讓果農生計得
到重視和保障。

教會
1、 為聖誕節聚會籌備與邀請禱告，願主的愛與
弟兄姊妹連結，並使用祂的兒女在此佳節傳
揚基督，領人歸主。
2、 求主帶領牧長、長執、小組長等服事同工，
賜予牧養教會與弟兄姊妹的智慧與能力，能
同心合一，建造合神心意的家。
3、 為明年聖工規劃與安排，有聖靈的指引與帶
領，特別是學青的牧養，願主賜智慧、能
力，興起主的器皿。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為聖誕聚會的預備禱告，為帶領詩班、籌拍
影片同工，以及講道信息預備禱告，求主堅
固並看顧保護他們的身心靈，也為他們手中
的工作、學業、服事能順利進行禱告。
2、 為上週腦部開刀的弟兄手術後的復原與照顧
安排禱告。求主眷佑妻子以及孩子們，與她
們同在，加添她力量，預備協助照顧的人
手。
3、 即將進入新的年度，為今年的經費需要，新
年度的目標、計畫與講道信息安排等禱告。

～報告事項～
1、 兒主同工會議 本主日中午12點開始，地點：
3F右包廂，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2、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下午2:00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長執會議 12/12(日)主日後副堂聚集，請同
工預留時間出席。
4、 聖誕節園遊會 12/26(日)下午1點到3點將舉
辦聖誕節園遊會，其中將有義賣攤位，若家
中有九成新不需用到的物品，歡迎捐贈，義
賣所得將全數進教會宣教專戶。

伍 陳貞蓉教師代禱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謝主，上個月滿有神的恩典，感恩節餐會當天
雖然下雨，但仍有許多老朋友回到我們中間，有美好
的團契，甚至會後聽到當中一個慕道友在聚會中大受
感動，考慮要受洗的好消息！也有老朋友雖然當下無
法前來，但也和弟兄姐妹重新聯結上，相信主會繼續
引導帶領，讓每個人都能與葡萄樹緊緊相連，享受主
裡團契的美好。
11/28-30的總議會主題是「生命與事奉的傳
承」，在會議上我們看到過去神如何祝福台灣信義
會，呼召了許多人在我們之前成了我們的榜樣，而他
們現在也成了長輩，即將交棒，然而我們年輕一代也
要更多的興起，才能夠順利的接棒，求主持續工作，
也幫助眾教會的年輕人事工能夠發展起來，讓神國能
生生不息，不斷擴展；接下來十二月教會有聖誕節園
遊會，目前正在籌備中，求主引導讓大家都能一起動
起來，在聖誕節傳揚主耶穌為愛降生的恩典；12/12在
教會有證道的服事，12/19在福星教會有證道的服事，
最近也在思想三重高中社團的外展，也在想聖誕節前
後辦一個福音性活動，求主引導在他們中間預備當得
平安的人。三芝的開拓工作也在禱告中，明年農曆年
後開始會有些禱告和傳福音的行動，求主在當地動工
幫助我們，能夠在那地為主建立教會。
這陣子旭志父親的狀況不少，時常讓家人感到困
擾，也造成社會的一些負擔，求主幫助讓我們有智慧
來處理面對；多寶明年即將上小學，現在開始也要開
啟他文字的學習，幫助他學習注音符號，樂寶還在可
愛好玩的階段，每天看著他們的成長著實也帶給我們
許多喜樂，但體力也仍然是挑戰，時常覺得睡眠不
足，求主持續加添力量，讓我們在各樣的挑戰中靠主
得勝有餘，也求主繼續在家人身上工作，柔軟他們的
心，讓他們能夠願意打開心門接受耶穌，讓基督的光
照進我們全家族中。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為聖誕節園遊會的籌備禱告，求主讓各牧區能同心
齊力，並求主賜下當得平安的人。
2. 為三芝開拓的可能和一切所需資源禱告，求主引
導開路；也為三重高中和金甌女中社團禱告，求主在
這些社員身上工作，讓我們能有好機會和他們分享福
音。
3. 為兩個孩子的成長和旭志工作有神引導同在禱
告，求主讓多寶樂寶有好的學習，各樣發展都有神的
祝福；旭志在外送、和工作尋求有神引導明白神帶領
禱告。
4. 為旭志父親的狀況可以穩定、家人心能柔軟，讓
福音能進到我們家族中有全家歸主的恩典禱告。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
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16：11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含線上)

地點
正堂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人數
117+12人  
15人

小組聚會 / 時間
成一組/週三PM7:00&週四PM7:30週六AM10:30&週日AM8:30

成二組/週五PM7:30 &週日AM11:30
媽媽組/週二AM10:00       國高組/週日中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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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12. 5 ( 日 )
黃俊元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董仁章 姜俊良
吳秀梅 陳慧貞
---

2021 . 12 . 12 ( 日 )
邱皇銘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敬拜二團
陳貞蓉 教師
劉世煌 弟兄
待確認
馮薪庭 姐妹
陳吉甲 謝福餘
陳乙瑄
---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自由奉獻
主日奉獻
十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宣教奉獻
慈惠奉獻
鮮花奉獻

2021. 11. 22（一）～28(日)
--1,312元 收入
66,612元
1筆
500元 支出
28,109元
10筆 41,900元 主日代轉:
4筆 18,600元
1筆
1,500元
1筆
1,000元
5筆
1,800元
---------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小組(含線上)

2021. 11. 28(日)
40+2人 收入
33人 支出

13,130元
6,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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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2021年12月5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藍/紫）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邱皇銘執事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邱皇銘執事
經文：馬可福音十一:12~26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聖殿成為賊窩?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邱皇銘執事
七、報告……………………邱皇銘執事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錫安淑女，當歡喜】

1.錫安淑女 當歡喜 你的君王到這裡
  聖城居民 當歡呼 因你君王行公義
  錫安淑女 當歡喜 你的君王到這裡
2.大衛子孫 和散那 今日來為萬民君
  天父旨意速完成 榮耀天國快降臨
  大衛子孫 和散那 今日來為萬民君
3.高高在上和散那 歡迎君王臨聖駕
  和平寶座永堅立 因主有父在天家
  高高在上和散那 歡迎君王臨聖駕

【祂是至高者+齊來頌讚耶穌聖名】
祂是至高者 祂名稱為至高君王 我要讚美祂
祂是至高者 永遠的至高者 我讚美祂聖名       
祂是我主祂真理永遠掌權 天上地下全都歡頌祂聖名
祂是至高者 祂名稱為至高君王
1﹒齊來頌讚耶穌聖名 天使一同伏拜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 同尊萬有主宰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 同尊萬有主宰
2﹒萬方百姓各派各宗 人人應當崇愛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 同尊萬有主宰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 同尊萬有主宰
3﹒我願會同天上萬靈 在主面前伏拜
   齊唱聖歌冠冕高擎 同尊萬有主宰
   齊唱聖歌冠冕高擎 同尊萬有主宰

【同來崇拜為】
1.一切忠心聖徒 同來崇拜耶穌
同來崇拜這位全世界救主 讚美與感謝都歸世界救主
2.各民各方各族 身穿潔白衣服
同來事奉這位主耶穌基督 得勝與國度都歸耶穌基督
3.天上光明大軍 聚集合成一群
同來跪拜這位和平之大君 尊貴與權柄都歸和平之君
4.一切受造之物 來敬拜全能者
同來敬拜這位宇宙大主宰 智慧與豐富都歸宇宙主宰
5.阿們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阿們
頌讚榮耀都歸於三一真神 頌讚與榮耀都歸三一真神
(副歌)同來崇拜我救主 同來崇拜我救主
同來崇拜我救主 耶穌基督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人生中的等待、十童女的比喻        ⊙陳毓華 老師
經文：馬太福音廿五1-13
如果我們仔細思考人生，是否能看見每個人的人
生都在等待，然而究竟在等待什麼？我們等公車、等
工作、等結婚、等...最後等死。只是我們很需要問的
一個問題，究竟等在我們死後的那一刻，所要面臨的
是什麼？另一個問題，當我們人生中都沒有什麼可以
等待的事時，我們該怎麼辦？耶穌這位神的兒子，也
就是給了每個人一次人生的上帝，很知道我們這個層
面的需要，所以他是整本聖經中，講到人死後景況最
多的一個人。
主耶穌在本章講了兩個天國的比喻，以及將來面
對審判的景象，主耶穌明示暗示告訴我們兩件事，就
是我們在今生還在做主門徒時，第一、我們該如何懂
得等待；第二、懂得在等待的過程中，善用今生的才
幹資源，且懂得將這些資源用在什麼地方。這兩件事
情，一件是有關永恆，一件是關乎當下。他在告訴我
們一生中許多等待的時刻都是有意義的。並非如一般
人以為等待的時刻是一種浪費。例：Waiter。
現代人都不太願意等，大人物也不必等，其實這
兩種人都喪失了作為人很有意義的一個經驗。因為在
等待時我們裡頭浮現的心思意念，很能反應出我們是
個怎樣的。主耶穌在這裡特別用了十個童女等候新郎
來到來說明，這其中究竟隱藏了什麼用意？古代的女
人等待新郎嫁入夫家，可說是女人的天職，也是女人
一生中最重大的事。還有一種說法，女人在原生家庭
中是寄養，出嫁才是找到歸宿，因此有許多民族在女
人一嫁，就從夫姓。
因此主耶穌在這裡用童女等待、完全歸屬在新郎
名下，得到身份認同，來作為人到底是身處在天國
裡，還是在天國外的比喻，的確有很深的含意，這裡
聰明的童女他們知道他們不只是等待新郎的到來，而
是新郎來到之後後續他們的身份認同。等到新郎來，
不但得到愛，也得到身份。難怪那裡愚拙的童女在門
關了之後得到新郎的回應是：我不認識你們。這些愚
拙的童女沒有做好等候的工夫，以致於完全喪失了有
機會得到的身份認同，完全被排除在天國門外，自然
也享受不到新郎那完全的愛情。如同太7:21-23那裡是
對這種狀態做了很好補充的解釋。
西3:12-17便提到了在基督裡的選民生命的狀態，
神國的選民因為生命與基督一同常在神裡面，因為我
們是基督的新婦，與基督同為一體的緣故，我們就會
如同基督一般有聖潔、憐憫、謙虛、溫柔、和忍耐的
心，並且可以享有彼此包容、彼此饒恕的群體生活。
並且我們還會有主的愛、主的平安在我們心中作主引
導我們，使我們可以因此合而為一、歸為一體。使我
們之間原本隔斷的牆可以被拆除，成就和睦。能夠用
各樣的智慧，將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藏在心裡，經常

能夠用詩歌、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
恩感歌頌神。
這個比喻並不是在說古代的多妻制度，而是在說
童女因著新郎而有名份，來作為在神國裡與基督合一
的比喻。在這裡這十個等候新郎的人都是童女，都拿
著燈，且燈裡都裝著油，意思是大家的燈起初都是亮
著的，只是聰明的童女在燈之外，還另外預備了油，
而愚拙的童女卻沒有預備油，這些愚拙的童女似乎預
先設定了新郎會出現的時刻表，認為在燈裡的油一定
夠用。
此外，不論是聰明或愚拙的童女，在等待時都沒
有儆醒等候，都打盹睡著了，可見在等候的時刻，等
候久了，人人都會疲乏困倦，差別在於聰明的童女深
信新郎一定會來到，雖然不知道是何時、要等多久，
不是自己決定，也知道新郎遲來一定有他的理由；而
愚拙的童女雖然也知道新郎一定會來，但卻作主設定
新郎應該準時出現，所以心中已經不容許新郎有遲延
的藉口，所以就只按照自己的等候計劃做安排，不願
意事先多付代價去預備油。
油在這裡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從聰明的童女無法
將油分給別人這部份看來，會不會正說明了每個人點
亮燈的油是生命的品格，人的品格修養是無法分出去
給別人的，必須要一個人付上生命歷練的代價，長期
的蘊釀而得來。換句話說，神在我們等候祂完全的到
來的今生，不是無所事事的浪費時光等待，而是有目
標的、在我們有限的時日中預備油，一方面讓神的話
語好像恩膏油一樣，多多的儲存在我們心中，使我們
心中因為有主豐富的真道，即使在等待中睡著了，還
是可以有油點亮的燈光，成為我們的鼓勵和安慰，以
及隨時的引導和幫助。
以致於在黑暗半夜來到，也就是新郎如賊一般不
預期的到來之時，我們可以有充份的把握，主的道所
發出的亮光足夠引導我們進去與祂一同坐席。同時另
一方面，因為清楚明白主話語中的吩咐，就會懂得馬
太福音廿五章後半這個比喻所說的，在等待主人到來
之時，善用所領受的才幹資源，且知道把這些用在服
事哪些人身上，也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卑微的，然而
是按著主的形象被造的小子們。
我們在等候的時候，是否有主所說的話在我們心
中，就能認驗出我們對主必要再來的應許到底相信了
多少。讀懂聖經上對來世應許的人，都知道人類的歷
史不會是輪迴式的運轉，而是一定有終點，而且知道
是誰決定這個終點。倘若我們相信主必會再來，這個
信念會讓我們如今的生活大不同。我們不會只為今天
而活，而會為永恆的日子好好的活在當下。主在世的
日子不斷的明示，祂會從歷史的另一端到來，並且世
界歷史在他到來的腳前要結束，世上的一切都要成為
過去，新天新地要從此到來。
我們的一生是一趟冒險的旅程，在行走的過程雖
然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已被告知旅途的終點
是什麼，儘管我們不太清楚導航的原理細則，會引

導我們在途中有什麼特殊的遭遇，在過程中會發生
什麼困境苦楚，但我們知道誰站在導航室裡，也知
道港口的另一頭，誰在等待我們抵達。
祂不但正在船上與我們同在，也同時是我們要
抵達的目標，倘若我們離開這樣的視野，當今的生
活就會覺得不紮實穩固，感到無止境的空虛不安。
然而當我們定睛在祂身上，也深信祂的應許，那麼
人生所發生的一切，就會變得很熟悉，不會驚慌害
怕，我們在主的船上，雖然不清楚船的行程，但我
們知道船隻的導航者，祂就在船前頭，每個角度的
轉動都沒有差錯，都有導航者最完美的旨意。
比喻中的聰明童女知道新郎一定會來臨，因為
認識他是信實的，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因此預備
了充份的油，聰明和愚拙的童女他們的差異不在儆
醒，而是在油量，也就是自身所累積的生命內涵。
我們對於未來，不是只是引頸期盼，不要忘了當
前我們是有事可做的，況且如果我們著重儆醒，我
們會以為儆醒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事，但事實上連
門徒在主艱難的時刻都無法做到，但油量、生命的
成熟、內在品格的陶鍊，是神做的事，是救恩。我
們總喜歡邀功，以為我們可以做，這叫靠行為稱
義，而不是恩典，如果我們可以做什麼，都只是
「等」，等神拯救，等神施恩。
齊克果曾說：「基督徒的人生，正因著生命旅
途中的不確定性，而使得生活的熱情高漲，使儆醒
的心能夠極度發揮。」正因著我們不知道主何時會
來，也不知道我們何時會死，所以日日都會謹慎自
守，準備隨時見主。你是否知道主才是我們生命
的一切？這不是屬靈術語，而是事實。當主顯明這
個時刻，我們才恍然大悟的時候，就太遲了，生
命裡其他的一切隨時都會消逝，唯有生命的主才會
常存，祂在我們生命中的份量才算數。生命真的可
能會漏失到它存在的目的，人類歷史故事會有完結
篇，當最後一頁結束的日子，永生的門打開了，又
關了。我們的人生也無法再有改寫的機會。
比喻中的十個童女都睡著了，但主並沒有責備
他們，因為主是仁慈良善的主，祂知道祂的百姓需
要休息，生活無法一直很儆醒，很緊繃，我們可以
照樣的做許多的事，在這當中我們可以顯出我們真
實信靠的心，也顯出我們是真實跟隨的門徒，我們
可以安心睡覺，又不需要催促主快再來，神自有祂
定的時間。我們的生命每天要加滿油，油很重要也
非常的必要，因為生命裡的油一直在耗損，尤其是
愛心的燈，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是指心靈不至
發昏很需要的油，因此要天天的加滿，但願神無盡
的榮美不斷吸引我們，並且大大充滿我們。
題目思考:
1.對於「等待」你有什麼體會？透過今天的信息，對
你有什麼提醒或收穫？
2.你生命中的「油量」有多少？如何讓自己的油不斷
被加滿？可以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