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2019年間奈及利亞至少1千名基督徒被IS激
進分子所殺，被國際組織列為今年特別關注的
國家。求主保護該國基督徒並平息仇恨。

台灣:農曆春節期間，求神保守各地治安狀況，
並賜下祝福讓家家戶戶在這段期間有好的團
聚和喜樂平安。

教會
1、新的一年來到，願神賜給眾肢體新的方向與目
標，教會傳道及同工彼此同心配搭，靠主所賜
的恩典與能力，建造愛神的家。
2、求主保守返鄉肢體出入平安，並幫助我們在春
節期間作好探訪計劃，將神的祝福，帶給未信
主的親友。
3、為目前在病痛中的小組員及親友家人代禱，求
主看顧保守身體健康，靈裏剛強，仰望依靠
主，病得醫治。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2月第二、四週主日下午有「傾聽與陪伴課
程」，請為課程的推動與參與禱告。
2、為新年度兒少主日的規劃、講員安排與邀請、
同工的邀請與回應等代禱。
3、為農曆年期間安排家庭旅遊、返鄉探親的弟兄
姊妹禱告，旅程出入平安、家人有更多的談話
分享、關係更親密。

～報告事項～

1、 歡迎新朋友 蒞臨本堂，會後請到台前留影，
愛筵暫停。
2、 聖餐主日 下主日為聖餐主日，請肢體預備
心，願意遠離罪惡並修復與神和人的關係，以
敬虔的心領受主的聖餐。
3、 救協理監事會議 下主日上午11:40於1F協談
室，請留意時間參與。
4、 兒主同工會議 下主日中午12點開始，地點：3F
右包廂，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5、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下主日下午1:30於副堂聚
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6、 會友大會 暨 救協會員大會 2/9(日)舉行，請肢
體踴躍參加。
7、 青少年親子啟發課程 2/22(六)上午10~12點，
共10堂，地點:地下室，內容詳見公佈欄。
8、 基礎佈道訓練 2/16(日)下午2~4點，共8堂，地
點:地下室，內容詳見公佈欄。
9、參訪福星教會 為預備短宣規劃，於2/29(六)
9:00-18:00前往，有意願同行洽陳貞蓉教師。
10、 2020年新執事名單 朱德弘弟兄、董仁章弟
兄、羅秀宜姊妹、黃俊元弟兄(温喜晴姊妹因
故卸任)。肢體對候選人有任何意見請向牧者
反應，無意見將於2/9會友大會按立執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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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時間
主日
週日10:00-11:30
兒主大衛班 週日10:00-11:30
兒主撒母耳班 週日10:00-11:30
小組
週三～週日
長青才藝班 週二～週五

地點 人數
正堂
139人
地下室
13人
會議室
8人
教會
過年暫停
教會
暫停

柒 服事人員表
               2020 .  1.  26 ( 日 )            2020 . 2. 2 ( 日 )
讀經
張洞庭 弟兄
黃美釗 姊妹
總召
林慶豐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司會
邱皇銘 執事
黃俊元 弟兄
敬拜團
敬拜三團
敬拜四團
講員
陳貞蓉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音控
鄭惠蓁 姊妹
朱德弘 弟兄
錄影
林志逹 弟兄
林憲佑 弟兄
投影
馮薪庭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鄧如山 林慶豐
林恆毅 林姿涼
招待
陳麗書
陳渫聰 潘怡靜
愛筵膳食
----愛筵餐前
----餐後清潔
----鮮花奉獻 楊蓉青、羅靖蕙
劉世煌 弟兄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0. 1. 19(日)
自由奉獻 --4,726元 收入
154,626元
主日奉獻 8筆
15,000元 支出
23,402元
十一奉獻 17筆 111,550元 代轉:(查詢洽財務部)
感恩奉獻 2筆
8,000元 救恩協會  ＄1,600元
特別奉獻 3筆
3,350元 歐華神學院＄10,000元
A姊妹     ＄2,000元
建堂奉獻 2筆
2,000元
B姊妹     ＄7,000元
宣教奉獻 9筆
5,000元
C弟兄     ＄5,000元
慈惠奉獻 2筆
4,000元
鮮花奉獻 1筆
1,000元

玖 慈恩堂
2020.1.19(日)
主日/成人+兒童
26+3人 收入
主日小組
22人 支出

35,110元
9,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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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6日 顯現後第三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邱皇銘執事
二、敬拜………………………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邱皇銘執事
經文：馬可福音12:28-34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講題：二0二0愛祢愛你

五、奉獻…（獻上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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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歡呼  來讚美】-願天歡喜 願地快樂
願海和其中充滿的澎湃
願天歡喜 願地快樂
願田和其中所有的歡樂
我們相聚 愛裡敬拜
願耶穌的愛充滿在這裡
高舉雙手 大聲宣告
願神的喜樂成為我力量
來歡呼來讚美 將榮耀都歸於祂
來歡呼來讚美 來向耶和華歌唱
來歡呼來讚美 將榮耀都歸於祂
來歡呼來讚美 來向耶和華歌唱

--【新的異象  新的方向】-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願你的話】-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我願順服仰望
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因祢是我的王
願祢的靈照祢應許 降臨在這裡
至高者的能力 覆庇這地
我深相信 祢的話語滿有能力
我願意 降服祢
照祢的話而行
使我因祢話語 成為蒙恩的兒女
因祢的靈與我同行
祢話語的能力 如今充滿在我心
使我心得堅立

叁 本週話語教材
睡醒的時候                  ⊙汪川生  牧師
帖前四章13-18節；來11:35

老、病、死是我們活著的人必然面對的進行式，
時間往前走，這三樣東西就跟著進行。我們的生命隨
著年齡會不斷的老化、退化，最終將離開這個世界。
那死亡之後呢？死亡之後還有以後嗎？是否就煙消雲
散了呢？聖經告訴我們不是這麼一回事，今天我們就
要從這帖撒羅尼迦前書這裡，一起來思想這個問題。
一、 帖前教會的處境
這段經文是保羅和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弟兄姐妹講
到復活的事，復活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核心信仰。為
什麼保羅要和帖撒羅尼迦的人分享這個主題呢？這給
了我們一個反思生命的機會。當保羅寫這卷書信時，
已經是他宣教的晚期，當時教會已經面對許多的逼迫
和威脅，有宗教、政治等等方面，許多信徒正在苦難
和困難中。「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
各等的磨煉，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
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
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來
11:35-38)這是很困難的狀況，例：卡帕多奇亞的地下
城市。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初代教會的信徒，他們為信
仰付出的代價有多大。許多信徒在當中會軟弱，離棄
信仰。因此保羅在這裡和信徒討論復活的問題，來堅
固信徒的信心，保羅在這段經文裡提到了三個重點：
1. 睡覺的信徒：在基督裡離世的人是睡了
2. 基督的再來：地上國有一天都要過去，基督會再來
3. 復活與主永遠同在：信徒會復活永遠與主同在
二、 睡覺的信徒：
為什麼聖經用「睡覺」來形容離世的基督徒？首
先，睡了是卸了勞苦的意思。我們每天都要睡覺，來
回復精神；不論如何，當我們躺在床上休息時，我們
可以放下一天一切的勞苦，好好休息睡覺。因此保羅
以睡覺來比喻，表示我們的勞苦不是無止盡的，有一
天我們可以卸下一切的勞苦，安息與主同在。
再來，睡覺是暫時的，我們終將會醒來，不論我
們睡多久，都會有醒來的時候。但可能有人會有疑
問，既然我們說以死的信徒是睡了，但他們的靈魂在
哪裡？靈魂也和身體一起躺在那裡嗎？的確有人以為
是這樣，但其實不是！我們的靈魂是到主那邊去。主
耶穌親自說過一個比喻：拉撒路與財主。神是亞伯拉
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這代表神是永活的
神；而聖經裡的另一句話：在神那裡，人都是活的，
因此我們大有盼望，我們即使肉體死亡，但靈魂在主
那裡都是活的！
那麼是否所有的人、包括不信的人也都是這樣
嗎？那可不是這樣，信主的人死後，靈魂就到主那

裡，而不信的人死後，他們的靈魂就下到陰間，就
如同財主的遭遇，在陰間被死亡拘禁，那個才叫
「死」。信徒不是死，而是睡了。
在使徒信經裡清楚告訴我們，耶穌為我們的罪
死了，下到陰間，又從死裡復活，這裡耶穌就是宣
告祂勝過陰間死亡的權勢，因此我們在基督裡的
人，就不再被陰間拘禁，當我們安息之間，我們的
靈魂不是下到陰間，而是直接到主那裡去。在陰間
的人沒有盼望，只能等候神審判之日臨到，這是何
等可悲的狀況。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很重視我們週
遭親友是否信主，我們希望他們也都能脫離陰間死
亡的拘禁。
三、基督再來：睡醒的時候
基督必要再來，信徒要預備好心來迎接主再
來。基督再來有四個方面的徵兆，之前的信息有和
大家分享過，就是罪惡氾濫、大自然失序、世界的
衝突愈來愈加劇、以及科技的失序。
而如今這些徵兆都愈來愈清楚，基督再來就如
同閃電和打雷一般，閃電時還沒有聲響，但隨即就
會有大雷聲，閃電就是雷聲的徵兆。耶穌再來如同
打雷的聲音，由遠而近。霍桑的小說：「紅字」裡
頭有幾個很有意思的場景—只要有人群聚的地方，
就一定要先劃出兩個地方：監獄與墳墓，這個小說
告訴我們，有兩樣東西一直跟著人類跑，一個是
「罪」、一個是「死」，監獄代表「罪」，墳墓代表
「死」。不論人移民到哪裡，只有有人群聚的地方，
一定有監獄和墳墓。然而這位作者在監獄的附近安排
了一個場景，就是野地裡燦爛的玫瑰，野地的玫瑰代
表「生命」。他告訴我們在罪和死亡之中，仍然有上
帝的憐憫。神在象徵罪惡的監獄門口，及充滿死亡氣
息的墳墓旁邊，給我們生命的氣息，代表神是要給我
們一條出路。
四、 與主永遠同在
上帝愛我們，雖然這個地上有罪惡、有死亡，
但上帝仍藉著祂所創造的花讓我們體會生命的能
力、生命的盼望；復活也是這樣的啟示，而聖經裡
的復活，與我們大病得痊癒、甚至耶穌時代拉撒路
從死裡復活的狀況有什麼不同？「有婦人得自己的
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
要得著更美的復活。」(來11:35)拉撒路當時從死裡復
活，但他還會再死；而聖經所說的復活，主耶穌再
來的復活，是更美的復活，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
淚、不再有勞苦、不再有罪惡監獄、與墳墓。你盼
望這樣的世界嗎？
聖經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必然的結果，以及必
然的盼望。「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
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
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6-17)我們

的年歲雖然會不斷成長，身體會漸漸衰敗，但在主
裡我們的內心卻可以不斷更新，愈來愈喜樂，愈來
愈輕鬆，雖然肉體會老，但我們的心卻不見得會隨
之變老，這取決於我們對生命的態度，我們對主的
信心，以及對主的指望。
願主賜福我們，讓我們愈年長，對生命看得
愈透澈，愈年長我們對主的再來愈有把握，知道
在主裡的恩典愈大，我們的心在主裡就不斷的更
新、不斷的喜樂；雖然年歲的增長會有更多的退
化、老化，身體的病痛會增多，但我們的內裡卻
可以愈加的更新，愈來愈有盼望。
最後也提醒大家，或許有人以為復活是我們
現有的肉體復活，那就有人認為我們的身體都火
化了，難道是骨灰復活嗎？「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林前
15:42)
在我們復活之時，主會給我們一個全新的形
體，是不再會朽壞的身體，因此聖經也提醒我們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
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 神的外邦
人。」(帖前4:4-5)我們這些蒙恩的人都是尊貴的人，
我們是神的兒女，將來神會給我們榮耀的形體，因
此要好好的守住我們的信心、守住我們的態度、守
住我們的盼望，就如同聖經的形容：新娘妝扮整齊
預備等候新郎來到。
感謝主，我們都有一個不改變的盼望，今天
我們都處在這個必然敗壞的世界，我們要如何處
理後事呢？不是用豪華的墳墓與祭拜，這些都不
能讓人復活，而是讓我們在主裡有盼望，在這新
的一年，讓我們的內心一天新似一天。我們也知
道見主面的日子近了，等候號筒末次吹響的日
子，讓我們如同新娘裝飾整齊，帶著喜樂盼望的
心，等候新郎的到來。

問題討論
1、面對生、老、病、死，你有什麼體會？透過今
天的信息，帶給你什麼樣不一樣的眼光？
2、對於死後的世界，你有什麼看法？聖經裡的教
導是否讓你有新的看見？請和大家分享。
3、「肉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你
有這樣的經歷嗎？請和大家分享。
4、你有對復活的盼望嗎？面對基督再來和復活，對
你有什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