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最近在英國和南非發現新冠肺炎變種病毒，
有些地方又進入鎖國模式，求主憐憫賜下盼望
和有效的方法讓疫情趨緩下來。

台灣:翡翠水庫遭不肖業者傾倒廢液汙染水源，求
主掌權讓政府能大力取締，也求主潔淨讓人民
有乾淨的飲用水。

教會
1、 求主堅固肢體的信心，並甘心樂意愛神愛人，
在跟隨主的道路中持守真理，宣揚主名。
2、 張以諾弟兄做心臟血管繞道手術；林瑞瑩姊妹
的母親林曾秀菊，腦中風受損，目前在加護病
房；張洞庭弟兄帶狀皰疹，身體不適；賴陞昌
弟兄肺炎復發住院、目前在醫院觀察。求主施
展醫治大能，保守他們的身體能早日康復。
3、 年度聖工規劃禱告，求主賜下恩典，帶領傳道
人、長執及牧養同工，同心合一，共同建立神
的家，成就主的旨意。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歲末年終，當數算主恩、獻上感謝祭，年底跨
年禱告會，求主帶領能從個人、家庭、工作、
事奉等獻上感恩敬拜，使主名得著榮耀。
2、 今年度要往獨立堂會目標邁進，很須要學習禱
告、更多的禱告、喜愛禱告，求主教導我們禱
告，特別在長執、小組長等核心同工中動工。

～報告事項～
1、 歡迎新朋友 蒞臨本堂，會後請到台前留影，愛
筵暫停一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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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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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長執會議 1/10(日)下午1:30，地點:教室，請
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5、 教會禱告會 1/12(二)晚上8:30，線上視訊，歡
迎肢體共同參加。
～～～～～～～～～～～～～～～～～～～
※配合政府 秋冬防疫規範，進入教會肢體應佩戴口
罩，請肢體互相協助提醒，感謝肢體配合。

陸 聚會時間&人數

伍 鄭信弘教師代禱信
各位弟兄姊妹新春愉快
新的一年，每個人都有立定新年新計劃的習慣，
只是到底是「立志」?還是「祈求」?只是若要新年計
劃的實現，就不只光靠祈求，還要有立志的態度配
合，因為新年計劃的實現，和我們所遭受的環境没有
必然絶對的關係，卻和我們用怎樣的態度立志有關。
有些植物對農夫是雜草，但對植物學家卻可能是寶
貝，世人看苦難可能是打擊，但從屬天的眼光看，或
許是傳福音的機會。在最深的山谷和最黑暗的路上，
只要有一絲光源，就能帶領我們走前方的路，而上帝
就是那世上的光，所以新的一年，是否能立志的態
度，不是讓世界的價值帶領我們，而是讓上帝走在我
們的前方?(申31:8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
無庸懷疑，2020肯定是極不平安的一年，有許多
全球性的重大事件，牽動眾人的心，好比新冠病毒疫
情的發生，造成許多家庭的破碎，美國白人警察暴力
執法，致死黑人，引發「黑人的命也是命」而震驚全
世界，造成種族間的抗爭與衝突，但台灣因上帝的慈
悲與眷顧，使得我們所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小，但是否
我們也願向上帝祈求，在新的一年，求神賞賜我們一
顆憐憫人的心腸，並願意為世人代求，讓我們成為他
人的安慰與祝福，同時揮別去年的陰霾，學會從神的
角度看待事物，得著平安的秘訣，只要我跟隨祂的步
伐走。
日前在小組聚會時，弟兄姊妹分享個人如何信主
的過程，發現上帝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引導與帶
領，但上帝最終的目的，是要讓失去盼望的人，得蒙
救恩，享受與上帝、肢體同在的喜樂與恩典。同樣盼
望在新的一年，上帝能在未穩定聚會肢體的心中動
工，帶領他們前方的路，回到神的家中，重温初信
時，享受從神而來的愛，經歷團契時光，預嘗在地如
在天的生活，如此期待，願同心攜手而行，讓上帝在
我們前方!
以下是我的代禱
1. 上個月身體感冒，休息多日，但感謝主，目前没有
大礙，透過上帝的管教，讓我留意除適時運動外，
也要看重身體保健，日常作息穩定。
2. 明年聖工的安排及規劃，即便有疫情的干擾因素，
仍能在上帝的保守當中;另也求主教導我有智慧知
道如何牧養肢體。
3. 媽媽和麗書的父母信主禱告，求主憐憫並帶領我們
知道如何向摯親傳講福音。
4. 麗書的工時較長，業務量繁重，求主賜能力，知道
如何因應，也求主保守她的身心靈健壯。
信弘、麗書敬上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

地點
正堂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人數
136人
8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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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筵膳食
愛筵餐前
餐後清潔
鮮花奉獻

2021 . 1. 3( 日 )
潘振宇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李政憲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陳吉甲 梁柏榮
謝福餘 常文瑾
------蔡芳齡、陳渫慧

2021 . 1. 10 ( 日 )
邱皇銘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一團
陳志宏牧師
黃俊元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陳吉甲 梁柏榮
謝福餘 常文瑾
陳汝龍 弟兄
桂蘭
信弘 + 迦勒
陳麗書

聖餐：陳汝龍，董仁章，邱皇銘，陳麗書，郭瑞玲，羅秀宜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0. 12. 27(日)（含12/21-12/27轉入）
自由奉獻 ----- 收入
137,937元
主日奉獻 ----- 支出
107,236元
十一奉獻 11筆 49,7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3筆
8,021元 長青   $18,600元
特別奉獻 2筆
2,100元
建堂奉獻 3筆 16,000元
宣教奉獻 1筆
5,000元
慈惠奉獻 22筆 55,117元
鮮花奉獻 2筆
2,000元

2021

玖 慈恩堂
2020. 12. 27(日)
主日/兒主
40人/4人
收入
18,250元
主日小組 年終感恩聚餐
支出
45,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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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 聖誕後第二主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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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3章6~39節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講題：神的計劃與人的計算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聖法蘭西斯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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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登耶和華的山】-來吧 讓我們登耶和華的山 奔向我們神的殿
來吧 讓我們登耶和華的山 奔向我們神的殿
祂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 我們也要行祂的道路
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
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每一天】-1.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 我得著能力勝過試練
  我倚靠天父週詳的供應 我不用再恐慌與掛念
祂的心極仁慈無可測度 祂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論憂或喜祂慈愛顯明 勞苦中祂賜安泰
2.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 每時刻賜下格外憐憫
  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 祂的名為策士與權能
  祂保護祂的兒女如珍寶 祂熱心必要成全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這是祂向我應許
3.幫助我當我在困難危急 讓我全心信靠祢應許
  讓我享受祢安慰的甜蜜 教導我祢神聖的言語
  幫助我當困苦艱難來臨 牽著我就像慈父的手
  每一天每一刻飛逝無影 到我走進應許之地

--【有福的確據】-1.有福的確據 耶穌屬我 我今得先嚐主榮耀喜樂
  為神的後嗣 救贖功成 由聖靈重生 寶血洗淨
2.完全的順服 快樂無比 有福的異象顯在我心裡
  天使帶信息 由天而來 報明主憐憫 述說主愛
3.完全順服主 萬事安寧 我在救主裡喜樂滿心懷
  時刻仰望主 儆醒等待 滿得主恩惠 浸於主愛
(副歌)
這是我信息 我的詩歌 讚美我救主 晝夜唱和
這是我信息 我的詩歌 讚美我救主 晝夜唱和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儆醒面對每一刻                 ⊙陳貞蓉 教師
經文：撒下2：1-32;彼前5:8-11
今年新冠疫情帶給人們許多困境，目前已研發出
疫苗，全世界都引頸期盼疫苗能夠讓大家回到正軌，
以致有些地方的防疫就鬆懈了下來，沒想到一鬆懈，
當地的疫情就又迅速的延燒起來，很多時候大家努力
了半天，但可能一個輕忽不小心，就讓整個努力的成
果又功虧一簣，今天要從撒母耳記第二章，來和大家
分享「儆醒面對每一刻」。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歷經三百多年混亂的士師時
代之後，百姓要求士師撒母耳給他們立王，撒母耳為
百姓立了掃羅，進入王國時代，但掃羅登基沒多久就
偏離上帝的道，因此上帝要撒母耳再去膏大衛，預告
大衛要成為以色列第二個國王，大衛為了逃避掃羅的
追殺，逃到非利士人的地盤，他被那裡的領袖賞賜，
就得到了洗革拉成為他的根據地，後來非利士人大舉
進攻以色列，掃羅和他的三個兒子都戰死沙場。
大衛得知掃羅戰死之後求問上帝，能否回到以色
列的領土，結果上帝明確指示他回到希伯崙，果然
猶大人就來膏立大衛作他們的王，但當時只有猶大人
歸從大衛，其他支派都還是在掃羅家族的管轄之中，
然而當時其實在掃羅陣營真正掌權的，是大元帥押尼
珥，而伊施波設只是一個傀儡皇帝。
一、上帝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
在這章出現了好幾個人名，大衛、伊施波設、押
尼珥、約押、亞撒黑等等，不過只有在提到大衛時提
到他求告上帝的名，上帝不在其他人生命的核心，他
們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們生命的核心卻是自己，而
不是上帝，很多人即使已經認識上帝，但仍然沒有將
生命的寶座奉獻出來給上帝，以致於他的很多思想、
甚至行為仍然和那不認識上帝的人沒有兩樣，這對基
督徒是一個很大的提醒，我們都相信信耶穌得永生，
耶穌是我們的救主，但我們是否也讓耶穌做我們生命
的主，在我們的生命每個部份成為核心，大衛是這樣
的人，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許多生活裡的大小事情上，
他第一個都是想到上帝；但這裡其他人就不是這樣，
上帝在他們的認知裡只是祖先敬拜的神，他們平常的
生活裡不會想到上帝。
回到我們自己，請問上帝是你我生命的核心嗎？
你讓上帝參與在你生命裡的每個層面，甚至讓上帝在
你生命的每個活動事件中掌權嗎？還是只是一個「禮
拜天的基督徒」？我們必須好好面對這個問題。例：
聽道後行道的姊妹。
二、輕忽的時刻時常就是出狀況的時刻
這段經文的後半部描述了一個悲劇，從一個小小
的事件引發了一場戰爭，這個時候以色列國的南部是
由大衛統治，根據地在希伯崙，而北部由掃羅的兒子
伊施波設統治，根據地在瑪哈念，伊施波設的元帥

押尼珥帶兵來到基遍和大衛的軍隊相遇，但是這裡描
述他們都坐在池邊，其實可以看出他們雙方沒有要
全面開戰的預備，但後來押尼珥主動和約押提了一個
建議，讓他們兩邊派人出來比武，這是當時流行的方
式，用徒手搏鬥的方法來定勝負，勝方可以和輸的那
一方要求條件，但這並不是一場徒手的友誼賽，而是
動起真刀真槍，結果雙方派出的二十四個人同歸於
盡。因為兩邊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所以後來大
家血氣一上來，這個競技演變成一場戰爭，甚至讓押
尼珥和約押結下了血仇，因為在過程中約押的弟弟亞
撒黑被押尼珥殺死，因此那地方名叫「希利甲哈素
林」意思是「刀劍之地」。
這一切本來都可以不用發生的，他們原本沒有要
打仗的預備，但後來卻從早晨打到傍晚，為什麼會
這樣，就是因為他們都太輕忽了，押尼珥對約押隨便
說了一句：讓少年人起來，在我們面前戲耍吧！約押
說：可以。兩個人的一句話，本來彼此想說是戲耍，
來個餘性節目，但結果卻一發不可收拾，引爆戰爭死
了三百多人，這在我們的生活中會不會也常發生？
有時候一句無心的玩笑話，就可能帶出一個很大的衝
突，例：海洋館兩個家庭的衝突。這段經文讓我們看
到，很多時候當我們輕忽、不儆醒的時候，時常就是
會出狀況的時候，當你覺得一切都盡在掌握中，萬無
一失的時候，也可能就是出事的時候，例：堅決自認
「不會有外遇」的人，在最輕忽的時候就發生了狀
況；不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會面臨這樣的挑戰，不
只是感情婚姻，在人際關係、親子關係、職場問題、
理財問題等等，都可能在我們輕忽的時候出狀況，
例：把股市當賭場。輕忽的結果就是可能帶來更大的
損失，甚至帶出其他的問題。
三、如何儆醒面對每一刻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
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魔鬼撒旦全年無休的在這個世界不斷的尋找可吞
吃的人，一旦當我們志得意滿，輕忽的時候，他們就
似機而動的要攻擊、試探我們。我們實在是要求神憐
憫，因為我們就是軟弱的罪人，我們有時候就是會輕
忽、放鬆，我們要如何能夠儆醒面對每一刻，不讓魔
鬼有機可趁呢？
1. WWJD
魔鬼的剋星就是耶穌，「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
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3:8)。大家有聽過WWJD這
個術語嗎？意思是「What Would Jesus Do」，「耶穌基
督會怎麼做？」在我們生命中每個大小事件裡，我們
都問問這個問題WWJD，如果是耶穌遇到這個問題，
祂會怎麼做，我相信很多事情會有不一樣的發展。我
們的生命會在當中更加的成熟，而且我們會在當中經
歷上帝的帶領，如同大衛在這裡經歷上帝的帶領。
2. 透過群體/屬靈同伴的幫助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
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前5:9)

彼此分享代禱可以堅固我們的信心，使我們儆醒
不陷入試探裡，例：傑克‧海福德牧師的見證。而且
當我們講出來的時候等於讓光進到我們的生命裡，這
就是所謂的見光死，讓魔鬼沒有作怪的空間；不過這
裡要有些提醒，會有一個狀況，就是有些人會到處
找人講自己的問題，最後變成是在抱怨訴苦，或是尋
求別人的認同背書，這就偏離了聖經的原意，而且可
能變成批評論斷，或是說長道短，我們永遠要記得一
個真理，就是我們無法改變別人，只能倚靠主改變自
己，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來到上帝
面前交帳，此外我們每個人都不是上帝，誰也沒有辦
法做其他人的審判者，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自我中心
的部份，所以每個人在描述事情的時候，很容易就是
站在自己的角度，所說的內容是片面甚至是不完整
的，而且更重要的一點，就算我得到了一萬個人的認
同背書，我們所抱怨的事情或對象也可能完全都沒有
改善，甚至反而可能背道而馳。我們來到教會，不是
要找到認同我們的人，證明我們比較好的人，而是我
們需要一起在這個敗壞的世界裡彼此扶持幫助，需要
一起來追隨上帝，一起提醒讓彼此能夠儆醒度日，不
讓魔鬼撒旦有機可趁。
3. 恆常的靈修
透過靈修讓我們可以活在上帝的同在裡，讓我們
與上帝持續連結，「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
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
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彼
前5:10)上帝就是我們有能力儆醒的力量來源，祂應許
祂會親自來幫助我們、堅固我們，賜力量給我們，讓
我們可以面對所有的狀況，但很多時候不是上帝不幫
助我們，而是我們不去找上帝，我們自己離開了上帝
的保護傘，當我們活在上帝的同在裡(約15:4-5)，時常
與上帝連結時候，即使我們有時鬆懈、輕忽了，上帝
也會即時成為我們的保護，或是遮蓋我們，為我們拖
住一切，例：去六十石山的經歷。
每個人都很需要上帝隨時的幫助，因為我們沒有
人是完美的，一定都有輕忽、鬆懈、甚至犯錯的時
候，但有上帝的保守保護，我們就仍有指望，仍有翻
轉的餘地，在主的保守下，在輕忽鬆懈之際，得到聖
靈即時的提醒，很多不必要的錯誤和傷害就可以靠主
避免，願上帝賜福我們在新的一年都能時時思想耶穌
在遭遇這些狀況時會怎麼做，在教會弟兄姐妹彼此的
分享扶持下，讓自己緊緊的與主連結，倚靠上帝的恩
典能力，在日益敗壞的世界裡突破重圍，儆醒面對每
一刻，活出得勝的生命。
題目思考:
1. 上帝是你救主和生命的主嗎？透過今天的信息，對
你有什麼提醒？
2. 你曾在什麼事上輕忽以致出現狀況嗎？今天的信息
對你有什麼幫助？請和大家分享。
3. 你有因著倚靠神而儆醒得勝的經驗嗎？請和大家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