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武漢肺炎造成全球人心惶惶，中國更陷入被
孤立的狀態，求神憐憫讓疫情儘快得到控制，
也透過這個危機引導人們和領袖離棄惡行，回
轉歸向神。

台灣:口罩之亂持續延燒，求神保守賜下平安，
也求神使用教會，釋放平安和信心在國人心
中。

教會
1、新的一年願神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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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肢體出入公共場所，蒙神看顧保守，不
讓武漢疫情造成太大影響；也求主醫治目前在
病痛當中的肢體，能靈裏剛強，仰望依靠主。
3、感謝主，彩虹啟發順利進行，3位慕道友彩媽全
部決志，將榮耀歸給神。
4、2/9(日)將舉行會友大會及救恩服務協會會員大
會，求主帶領過程順利並走在主的旨意之中。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為陪讀班新學期招生禱告。因國小延後開學，
有更多時間預備新學期的宣傳與招生，求主引
導使用資訊的傳遞，送到需要的家庭手中。
2、為3月家庭福音郊遊能決定出合宜的時間與活動
方案，讓更多的家庭一起參與，並繼續為4月
兒少主日的講員邀請代禱。
3、為靈修心得分享的參與推動禱告，能產生良性
互動與交流，透過靈修建立與主的關係。

～報告事項～

1、 歡迎新朋友 蒞臨本堂，會後請到台前留影，
歡迎共享愛筵。
2、 會友大會 暨 救協會員大會 本主日舉行，請肢
體踴躍參加。
3、 長執會議 本主日下午1:30，地點:教室，請同
工預留時間出席。
4、 長青關懷站 因疫情因素延至2/26(三)開課，請
彼此互相通知。
5、 教會禱告會 2/11(二)晚上7:30，地點:副堂，
歡迎肢體共同參加。
6、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2/16(日) 中午12:30，地
點: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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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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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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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小組名單 張貼公告欄，有任何疏漏
或需調整，一個月內請向牧者反應。

伍 陳貞蓉教師代禱信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新年快樂～上個月弟弟出了狀況住院兩個多禮
拜，感謝神保守他的生命，過年前父母把他接出院，
但現在的狀況仍然不好，請大家代禱，也讓父母能夠
心柔軟願意來到主前，並且用合主心意的方式來幫助
我弟，也求主預備同工來幫助我弟進行醫治釋放和後
續的引導；現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燒，影
響到學生開學的時間，但感謝主我們的彩媽啟發還是
按原定計劃進行，感謝主來了四位彩媽，三位慕道友
都決志了，求聖靈繼續在大家心裡動工，讓屬神的真
理能進到他們心裡，挪去一切認識神的攔阻。
2/16和2/22分別有兩個課程要開課，求主賜福讓
弟兄姐妹能踴躍報名，並在當中能有所收獲，2/19彩
媽童年經驗課程也要開課，目前有10個彩媽報名，希
望透過這個課程也讓彩媽們更多看見自己需要主；
2/29有要帶領一些同工和弟兄姐妹參訪福星教會，一
方面規劃暑假短宣，也讓弟兄姐妹更認識他們，知道
如何為他們代禱和支持。
這陣子開始試著在通勤路上用手機播放聖經，感
覺很不錯，一天有時就可以聽十幾章，而這樣做能幫
助我能在路上更多默想主的話，現在手機APP實在是
很方便，而且即使螢幕在休眠模式，也還可以繼續
放，感謝現在科技之賜，讓我們可以更善用自己的時
間。樂寶現在已經開始吃副食品，感謝主吃得很不
錯，只是有時會有輕微便袐的困擾，求主保守！看著
他們漸漸成長，也帶給我們很多的喜樂，但半夜還是
會醒來一兩次，體力上仍然很需要主的恩典，但這都
是一個過程，相信未來會愈來愈好！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 請為新年新目標禱告，不論在靈修筆記、孩子經
   歷神、家庭祭壇、家人信主等等，求神引導賜福
   這一切能持續有所成長突破。
2. 為我們在工作上的挑戰能靠主得勝，弟弟威達的
   狀況能穩定，家人對主的態度能柔軟禱告。
3. 為將要開設的課程禱告，不論是彩媽的童年經驗
   、基礎佈道訓練以及青少年親子啟發，求神賜福
   每位參與的人都同蒙恩典，有美好的學習成長。
4. 為兒少牧區聖誕節的跟進工作和彩虹生命教育事
   工禱告，求神預備當得平安的人來到我們中間，
   也求神保守我們一切福音工作，拆毀一切惡者的
   攻擊詭計。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教會針對疫情因應措施，如下，供大家參考：
1.彼此拱手不握手，問候就可。
2.盡量帶口罩（教會是屬於較密閉式的空間）
3.用餐前洗手或消毒雙手。
4.打餐食不要交談。
5.盡量自己帶餐具，使用自己的餐具。
6.教會會採購額溫槍，隨時可用。
7.每次聚會我們都會禱告求聖靈保護、潔淨。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時間
主日/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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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人/114人
地下室
9人
會議室
4人
教會
70人
教會
暫停

柒 服事人員表
               2020 . 2. 9 ( 日 )            2020 . 2.16 ( 日 )
讀經
鄭信弘 教師
傅金蘭 姊妹
總召
黃俊元 弟兄
朱德弘 執事
司會
朱德弘 弟兄
林慶豐 執事
敬拜團
敬拜二團
敬拜一團
講員
陳志宏 牧師
汪川生 牧師
音控
劉世煌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錄影
邱皇銘 執事
李政憲 弟兄
投影
李佾靜 姊妹
鄭蕙蓁 姊妹
林恆毅 林姿涼
董仁章 姜俊良
招待
陳渫聰 潘怡靜
林瑞瑩 李傳捷
愛筵膳食
陳汝龍 執事
張洞庭 弟兄
愛筵餐前
陳雅玲、楊蓉青
傅金蘭、黃美釗
餐後清潔
鄭信弘、迦勒
陳汝龍
陳麗書、楊蓉青、
鮮花奉獻
林尚水 長老
張惠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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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筆
29筆
2筆
1筆
4筆
6筆
2筆
2筆

2020. 2. 2(日)
2,200元 收入
140,820元
7,100元 支出
13,141元
99,820元 代轉:(查詢洽財務部)
3,000元 長青關懷站＄1,000元
A弟兄     ＄1,000元
1,000元 B弟兄     ＄1,000元
10,500元 C姊妹     ＄1,000元
9,200元 D姊妹     ＄1,000元
5,000元
3,000元

玖 慈恩堂
2020.1.26 & 2/2(日)
主日/成人+兒童 31+4人 收入 32,200元&36,810元
主日小組
18人 支出
500元&21,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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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9日 顯現後第五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朱德弘弟兄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朱德弘弟兄
經文：：帖後二1-12

四、證道……………………陳志宏牧師
講題：：儆醒等候主耶穌再來

五、按立禮…………………陳志宏牧師
六、事工報告………………鄭信弘教師
七、奉獻…（獻上感恩）…朱德弘弟兄
八、報告……………………朱德弘弟兄
九、祝福……………………陳志宏牧師

貳 敬拜詩歌
--【美好清晨】-感謝主 這美好的清晨
感謝主 賜新的一天
感謝主 因祢名使我敬畏
感謝主 祢名何其美

--【大山為我挪開】-雖然道路崎嶇 困難險阻
但我心中知道 祢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擔此重擔
但我始終相信 祢一直牽著我
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 祢一直都在
祢手上的釘痕 彰顯十架大愛
我要大聲宣告 耶穌 祢一直都在
祢的話讓我明白 祢愛我永不更改
祢保守我的心懷 緊握祢雙手不放開

--【平安】-耶和華向我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
要叫我們將來有指望
有豐盛有平安
我們呼求祢 我們禱告祢
祢就應允我們
我們尋求祢 專心尋求祢
就必尋見祢
平安 平安 平安
這是神所賜的意念
平安 平安 平安
這是神所賜的意念

叁 本週話語教材
配得上帝的國               ⊙鄭信弘

教師

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3-12節

只要是願意悔改並相信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們生命
救主的基督徒，我們可以說他是神國的人，配得進上
帝的國;相反地，若是不願意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穌
的人，就不屬神國的人。然而有些經文似乎會給我們
挑戰?因為屬神國的人必須受苦(第五節:這正是神公義
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就是為這
國受苦)。假設你還没信主，你會想要信這樣的神嗎?
又或有未信主的福音朋友，想要信主，看到這節經文
來請教您，您又當如何向他解釋?相信我們都無法迴
避這段經文對我們的教導，若是迴避，我們對神的認
識也就不完整。主耶穌說:為義受逼迫是有福的，因為
天國是他們的，這經文清楚地告訴我們，將來神將進
行審判，而其結果，有配進神的國與不配進神的國，
而配進神國的人必與受苦、受難是相關。
彼得在跟隨主耶穌的過程裏，自認對主很有信
心，聖經記載宗教領袖捉拿耶穌時，彼得馬上拔出刀
來，看來很英勇，但當耶穌要被釘十架時，彼得急忙
否認並逃離現場，可見當患難、壓力來的時候，才知
道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小。但是當門徒明白真理後，他
們面對逼迫時仍坦然面對(例彼得勇敢宣揚福音、司提
反受害不退縮)。他們相信神的國是留給願意為主受苦
的人，而逼迫、患難只是把他們的信心顯現來而已。
上帝審判罪惡並譴責犯罪的人，這是公義的事。
聖潔的上帝不可能不審判。或許有人會認為：我所
認識是憐憫慈愛的神，因此祂不會審判人，讓人下地
獄。但這樣的人既不理解神的聖潔，也不理解罪惡的
可怕。因為聖經也說神就是光，在祂裏面毫無黑暗，
神必須以聖潔對付罪惡。我們原本不配得著神的國，
所配得唯有地獄的火，保羅在此稱讚帖撒羅尼迦教
會，說他們是配得神的國的人。保羅為此在他們的三
個方面感謝神的恩典。
一、信心增長(v3)
人的身體發育到某個年齡就停止，但屬靈生命的
成長卻非如此，而是應持續不斷長大，以致於成熟
老練。若不能像枝子連結於葡萄樹，吸取養份，那枝
子很快就會凋落。而屬靈生命的關鍵與信心有很大的
關係，這裏提到信心增長，就表示信心是會長大的，
耶穌常把信心比喻成芥菜種子，種子雖小卻擁有強大
的生命力、在陽光照耀、雨水滋潤下，種子終將長
成大樹，但假若缺乏陽光、雨水，那即便有生命力也
没用。而神所賜的信心也是如此，因聖靈的內住與光
照，神的道的澆灌在我們的心中，以致我們信心的種
子能向下紮根，穩固地仰望神，並結出聖靈的果實。
但若對神賜那信心種子置之不理，抗拒聖靈，忽
略神道，那麼我們的信心終將停滯不前，甚至是枯乾
而死。可見對每位屬神的兒女都要深刻的體認，就是
對主的信心，不應當是只停留決志受洗，有信心的階
段，而是要走信心不斷增長的道路。 弟兄們，我不
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
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3~13~14)。保羅說他不

會停滯或留戀在某個美好的階段，而誇口自己過去的
豐功偉業。這話提醒我們不要一直活在過去的成就
裡，而是忘記之前得的功成名就，仍努力向神所給賜
予的標竿直跑，得著神所賜給我們的奬賞。
二、勝過苦難的信心(v4)
保羅對自己奔跑成聖的期許，著重點是現在進行
式，它指「成為聖」不斷進行的過程，而非已到了
終點站。因此我們必須說，奔跑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
順，而是有高低起伏、順境逆境的過程，因此必定會
遇到苦難。而保羅提到所誇口的，並非在順境誇口，
而是在困境中，仍存忍耐和信心。
耶穌被釘十字架上時，左邊和右邊有二位強盜，
因犯了罪必需受十字架的刑罰，身陷苦難之中，一人
就譏誚主耶穌，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
來吧。另外一個在苦難中強盜卻告訴耶穌，祢得國降
臨的時候，求祢記念我。可見同樣的經歷卻可能發生
二個不同的結果。靈性經試煉後，可能產生對神有不
同的回應，我們應當很謹慎地看待自己在試煉中對神
的態度？神所賜給我們的信心，需如同肌肉鍛練般，
要持續地操練，使信心能更仰望、依靠主，希望我們
能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我們所遭受的苦難，因苦難和
逼迫是信心對神的試金石。
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可八：34)。捨己是將被造的自
己，歸轉至起初被創造的形象，就是放下自己的意
念，順服神的意念，「捨己」最高峰的呈現，就是基
督耶穌上十字架前客西馬尼園向上帝的禱告：「不要
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我承認自己很少思想，甚至逃避背十字架。十字
架就是按照神為我們所定的計劃，在神旨意中，為主
為真理受苦，遇到磨煉煎熬時，承擔起我們該承擔的
責任。因此捨己背十字架跟隨主，就成為基督徒必然
需要的過程。神藉磨練，帶我們進入真正像神樣式的
生命。一方面順從聖靈歸向神，靠著神的真理過合神
心意的生活，一方面也知無法靠自己的能力獨自背負
十字架，而是與主同工，一同跟從主的道路。
聖經告訴我們蒙恩得救是全然從神而來，人在其
中無功榮，行為不是我們稱義的原因，也非得勝的
條件，而是我們當盡的責任，是對神應當有的反應。
因此從信主的那一天起，就當預備接受神給我們的試
煉。有些人信主後，認為什麼都不做，然後就等候坐
轎上天堂，這非聖經的教導，相反地，應在領受恩典
後，應用警醒的心，來擔負與蒙恩相稱的責任，也
就是背十字架跟隨主，活出「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
稱」的生活。
曾經聽過另一種教導，就是希望靠著人的努力或
是積極信念，達到他們所認知上的相信，也就是沒
有疾病、貧窮、失敗，並認為只要有信心，神一定會
保佑我遠離苦難。若遇到苦難，那一定我們的信心不
夠，這使得我們會誤把信心變成使神虧欠人的工具，
並以信心的多寡與上帝交換我們想得到的東西，這並
非正確的教導。聖經正確的內容，主要是在傳講耶穌
為我們的罪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們可以與神
恢復和好，因此信心是指神賜給我的一個禮物，讓

我能夠相信祂的話語是真理，並相信祂的兒子是基
督（林前2:14；約6:44）。只是我們很難解釋這種
錯誤的神學詮釋，因這類信息非常迎合人肉體的喜
好，並滿足人本性對健康和財富的慾望，這類教導
很少提到悔改、捨己，更不用說要為主的義而捨己
的事情。
三、充足的愛心(v3)
基督徒生命的成長，也就是成聖的過程，可
分二部份，一是內在的信心增長，另一個是外在
的愛心行動。我們可以說:愛心是信心的證據，而
信心是愛心的動力。一個討神喜悅的教會，一定
有配得神國的人，在真實的生活及教會事奉中，
顯明愛神愛人的心，且這愛是充足没有匱乏。耶
穌曾經與門徒們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
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4-35）
從耶穌的話語中可知，愛心不僅是見證，行
動，也是耶穌給教會的新命令。耶穌重視這種愛
心到一個程度，必須由他自己為教會做示範(例為
門徒洗腳)，可知無論是教會或個人，若没有愛
的行動，我們要說，他可能只是掛名的教會或信
徒，因為屬於基督的，當會有愛與分享，沒有愛
的地方，談不上耶穌基督的拯救；沒有分享的行
為，就沒有基督拯救的信息可傳。
結論
為愛而生的諾貝爾獎和平得主德蕾莎修女，
她一生致力於消除貧困，照顧對方時，根本就不
看對方的身份，她完全是以基督的眼光去看待那
些絕對的、最低層的弱勢群體，她就是以基督的
心去思考和關愛那些有需要的人。而這是我們需
要學習的，因為我們很難跳脫，去關心和我們没
有關係的人，除非有從神而來的眼光。願我們都
能因著信心，而發揮愛的行動，因著神的憐憫，
配得進入神的榮耀之中。

問題討論
1、從初信主到如今，你曾經歷在主裏，信心增長的
經驗嗎?
2、如何理解第四節所述:在逼迫患難中仍存忍耐與
   信心?曾看過或經驗過嗎?
3、對神的信心將帶出愛的行動，特別是對陌生人的
愛，試想我們應如何學習基督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