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墨西哥因疫情死亡人數已突破15萬，連總統
也染疫，求主讓墨國政府能嚴肅看待疫情並能
提出良善政策有效控制疫情擴散。

台灣:部桃院內感染引發民眾懼桃心態，帶出對立
和歧視問題，求主憐憫讓大家在此時能同心防
疫，發揮智慧和愛心共同面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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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2/7教友大會和救恩堂2021年度計劃禱告，求
主帶領教會前進，讓教會行走在主的心意中，
能夠活出上帝所託付的心意使命。
3、 林慶豐弟兄的母親葉巧年女士目前化療中;林
瑞瑩姊妹的母親林曾秀菊，楊淑媚姊妹的母親
莊照美腦血管受損，復健中，求主憐憫醫治大
能，保守他們的身體能早日康復。
4、 義大利米蘭復興教會黃愛敏牧師感染新冠病
毒，狀況嚴重，目前醫治中，懇求主施恩憐
憫，施展醫治大能，使牧師早日康復。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2021年度目標：回轉、興起，一個重要的回轉
是回轉向神禱告，從2-3個人同心禱告開始，求
主感動與引導，有更多的小小組禱告能形成、
一起操練禱告、學習同心禱告。
2、 為1月31日會友大會主日的信息預備，各同工的
報告與傳遞，會友的領受與回應禱告，懇求聖
靈引導，有共同感動、好的溝通，使外展、牧
養、向外行動等有聚焦與突破。
3、 感謝主，新年度兒童事工、家庭事工已有共
識，請為後續形成完整方案，新事工小組成員
的邀請，求主繼續引導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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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大會 2/7(日)舉行，請肢體踴躍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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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兒主同工會議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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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下午1:30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
※每月二、四 週二禱告會晚上8:30～9:30，
線上視訊，歡迎共同參加（本月16、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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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鄭信弘教師代禱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弟兄姊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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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說:「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且在黑
暗裏行，也不知道往哪裏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
了」(約翰壹書二11)。此處講到人的眼瞎，並非指
人的眼睛真的瞎掉，失去視力，相反地，是指身處
在黑暗之中，看不見任何東西。遺憾的是，許多人
自認行在光明中，能看清所有的東西，但事實卻是
在黑暗裏行走而不自覺。神的話提醒我們，人心靈
的眼晴被蒙蔽如同眼瞎，遠比失去真正的視力還要
更加可怕。
    然而什麼是在黑暗裏行呢?或許我們最先想到
的，可能是外在環境對我們的影響，特別是新冠疫
情對人類生活的不方便，或生活面對各類艱困的打
擊等，這些真實的經歷，相信對未信主的人來說，
也會如此認同。但是對一位信靠主耶穌，認定祂是
生命的救主的基督徒而言，與未信者最大的差別，
即主耶穌是我們生命最大的依靠，因此學習把重擔
交託給祂，是我們信仰的重要功課。若一直把重擔
背負在自己身上，似乎遺忘主的存在;或誤以為，
只要信了主，人生從此没有難處，這些都是在黑暗
中行。
    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這是主耶穌
向我們所定的旨意。一個持續陷入自己的傷痛與困
難，或是身處憂鬱而無法走出來生命困境的人，很
難喜樂，因為傷痛太大，如烏雲擋住陽光，難以讓
光照生命裏面黑暗，甚至像不斷放黑煙的煙囪，為
自己與週遭的人帶來污染。感謝主!今年邀請汪川
生牧師傳講啓示錄，經由這卷書，告訴我們，在主
再來的日子，不單有審判，更重要是帶給我們盼
望，藉此面對目前更加艱困的環境，除非我們學習
將重擔交給神，同時被神的話語所光照，否則我們
將持續在黑暗中行，而没有那真正出人意外的平
安。盼望主的話語與聖靈的大能成為我們的安慰，
也能同心奔走天路，在主裡守望代禱，彼此成全。
以下是我的代禱事項
1.在年節期間，將與家人聚餐吃飯，盼望能把握機
會，安排時間，多關懷問候，並分享主的救恩與平
安。
2.為時間安排禱告，除了探訪關懷外，也能有規律
的生活、運動及好的睡眠品質。
3.目前國高小組仍少一位姐妹輔導，求主預備，感
動肢體參與。也為聖工的規劃，求主持續帶領，走
在主的旨意中。
4.為媽媽與麗書的父母禱告，除了身心靈健康之
外，願主憐憫，能讓他們領受福音，歸入主名。

人數
122人
8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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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 )
陳貞蓉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敬拜一團
廖元威 院長
黃俊元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陳麗書 謝懿承
邱予晴 朱宜珩
------何亞娟、陳麗書

2021 . 2. 7 ( 日 )
朱德弘 執事
潘振宇 弟兄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曾頎峰 弟兄
林姿涼 吳秀梅
陳渫聰 潘怡靜
------林慶豐 執事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1. 1. 23(日)（含1/18-1/23轉入）
自由奉獻 --2,200元 收入
89,077元
主日奉獻 5筆
3,800元 支出
--十一奉獻 11筆 70,6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2筆
5,100元
特別奉獻 --877元
建堂奉獻 1筆
2,000元
宣教奉獻 2筆
1,500元
慈惠奉獻 1筆
1,000元
鮮花奉獻 1筆
2,000元

玖 慈恩堂
2021. 1. 23 (日)
35人/2人 收入
25,610元
28人 支出
5,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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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兒主
主日小組

主後2021年1月31日 顯現後第四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朱德弘執事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朱德弘執事
經文：路加福音十六 1-13

四、證道……………………廖元威院長
講題：從不義的管家學功課

五、奉獻…（聖法蘭西斯的禱告）…朱德弘執事
六、報告……………………朱德弘執事
七、祝福……………………廖元威院長

貳 敬拜詩歌
--【敞開心不停讚美】-我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唱詩讚美你
你的慈愛高及諸天 你的信實上達穹蒼
你的救恩 將我安置在高處
我向你敞開心 毫無保留
照我本相來到你面前
迴轉成為小孩樣式 呼喊 阿爸父 我愛你
我向你敞開心 毫無保留
將榮耀頌讚都歸給你
在你面前歡喜快樂 不停讚美

--【全然為你】-我將生命交在你手中 獻上一切給你主
我的世界全在你手裡 我屬於你到永遠
耶穌我心相信你 耶穌我心屬於你
活著全都為了你 歌唱也為了你 全然為你
與你同行到天涯海角 不論悲喜我信靠你
主我願意活出你旨意 活出你應許到永遠
耶穌我心相信你 耶穌我心屬於你
活著全都為了你 歌唱也為了你 全然為你
主我敬拜 主我敬拜你

--【奔跑不放棄】-每個狂風暴雨裡 你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你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你愛我愛到底
在你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我愛你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你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你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叁 本週話語教材
末後必成的事                   ⊙汪川生牧師

（一）預言的書

經文：啟示錄一章1~3
一、再度被重視的一卷書—災難頻傳的世代

聖經開宗名義告訴我們，啟示錄是一本預言的
書，「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
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啟8:10)聖經裡
包含許多預言，這些預言都相當的的準確，例：基督
降生、以色列回歸、復國的預言。和末世有關的，如
以色列復國的預言，早在以賽亞書11章10-14節裡就精
準的提到：「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
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當那日，主必
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就是在亞述、埃
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
剩下的。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
人，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以法蓮的嫉妒
就必消散；擾害猶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蓮必不嫉妒猶
大，猶大也不擾害以法蓮。他們要向西飛，撲在非利
士人的肩頭上，一同擄掠東方人，伸手按住以東和摩
押；亞捫人也必順服他們。」

    啟示錄是很多弟兄姐妹有興趣讀的書，這些年很
多教會愈來愈關注這卷書，理由是這些年災難頻傳，
讓教會覺得和啟示錄的預言不謀而合，事實上也是
如此，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競相邁入武器競
賽，此外，大型天然災害之頻率與幅度的增強，也讓
大家注意，第三、毀滅性的科技之 推陳出新，帶來毀
滅性的危機。194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原子科學家製
造了一個末日鐘，起始是設定7分鐘，直到去年已經
剩下100秒。
（一）兩戰之後的世界—邁入武器競賽
光二戰死亡的人數，官方統計就達七千萬人，二
戰因著兩顆原子彈而結束，而二戰後各國的武器競
賽，更是日新月異，核子彈的威力，是原子彈的一千
倍；生化武器、鐳射武器、太空武器、網路部隊的威
力都令人難以想像，距離二戰結束只相隔七十幾年，
但全世界的軍備競賽已讓人難以想像。
（二）大型天然災害—頻率與幅度的增強
唐山大地震、南亞大海嘯、2008年四川大地震、
日本大海嘯、風災、水災、火災…，魯汶大學天災研
究中心發表了一張圖表，近一百年的大型世界災害的
頻率愈來愈高、輻度愈來愈高，這幾十年天然災害的
數量和強度快速增加，光去年一年全世界就發生許多
劇烈的災害，澳洲、舊金山森林大火，印尼、中國、
日本、韓國等國大水災，菲律賓、印尼發生地震、火
山爆發；大流感、新冠病毒全世界大流行；美國種族
衝突、貝魯特大爆炸等等。
目前新冠肺炎已經逼近一億人確診，死亡人數突
破二百萬，光美國就超過二千五百萬人確診，這個
病毒不單對個人健康帶來威脅，更是對世界經濟、就
業、生活均產生重大影響，去年年底聯合國發佈了一
個警告，指出自2000年以來，因氣候變遷而產生的天
災數目，在短短的20年內由3656場成長至6681場，增
加近1倍，奪去123萬條性命(不包含新冠肺炎)，42億人
受到波及。
（三）毀滅性的科技— 毀滅性的危機
現在所研發出來的武器，樣樣都是毀滅性的，核
武、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太空武器等等，以太空武
器為例，美國稱之為「上帝之杖」，和啟示錄裡的描
述不謀而合「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
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
泉源上。」(啟8:10)
啟示錄是最完整的預言末世的書，作為基督徒，
我們應該要認識查考啟示錄，
二、啟示錄是怎樣的一卷書

這個預言的重點有四個，如果我們了解聖經的用
詞，你會感覺讀這段經文像是在讀新聞，第一是復國
的時間點，「耶西的根」就是指基督，所以時間點是
在福音廣傳世界之後，第二個重點，以色列是從全世
界各地回歸建國，第三個重點，這個國家是個統一的
國家，以色列（以法蓮和猶大）成為一個國家，第四
個重點，他們控制巴勒斯坦（非利士）和鄰近的阿拉
伯國家（以東、摩押、亞捫）。
以色列復國和末世又有什麼關係呢？當門徒問耶
穌末世的徵兆，耶穌回答：「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
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
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
了，正在門口了。」(太24:32-33)無花果樹就是預表以
色列，以色列建國的第二天，阿拉伯五國聯軍也開始
攻打以色列，但沒辦法打勝。末世的開始彷彿因著這
三件事的發生展開，1. 1945：原子彈結束二戰，開始
各國軍備競賽；2. 1947：末日鐘啟動；3. 1948：以色
列復國。三年之間三件關乎末世的事件相繼發生，二
戰以前和二戰以後的人類歷史，是完全不同的步調。
二戰以後的人類歷史，像高速飛快的貨車快速向前。
然而在舊約裡，早已提到末世的預言，聖經對於
末世的預言、災難和審判，通常會用「耶和華的日
子」，然而這個詞很特別，它有兩個階段性，「基督
降生前」和「基督再來前」。約珥書2章10-11節和約
珥書2章31-32節這兩段經文都提到「耶和華大而可畏
的日子」，但其實是在講不同的時間點，第一段經文
指的是上帝要降罰以色列，而第二段經文指的是末世
的大災難，裡頭提到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指的就是得著基督救恩的人，所以我們就看到，同樣
一個詞「耶和華的日子」卻是指著不同的時間點。
聖經預言為什麼要分成兩個階段，就是要讓讀
的人可以從第一個階段得到提醒，在第一個階段，我
們看到以色列人受罰，然後歸回，在這個過程中上帝

也不只降罰以色列，他們的鄰邦有罪的，也同被上帝
懲罰，接下來大耶穌基督降生，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教會時期，在這段時間裡大家可以求告主名，信靠耶
穌得救，直到耶穌再來進入新天新地。而在這段時間
裡會經歷到以色列復國，然後就會有「大而可畏」的
大災難。
在這兩個階段我們來做一個對照，從以色列被擄
到基督降生這個過程，聖經的預言完全應驗，從這裡
就讓我們可以明白，第二階段聖經的預言，也是必然
會完全應驗。
（二）警戒的書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
心離棄了。」(啟2:4)大災難本身就是一種警戒，警戒
我們末後的日子到了。
（三）盼望的書
然而對基督徒來說，啟示錄也是一卷盼望的書，
它提到耶穌基督將在榮耀裡降臨，新天新地裡不再有
眼淚、死亡和痛苦，是帶給基督徒盼望的一卷書。
（四）生命的書
生命一詞在啟示錄中出現15次，是教會要走的
路，從啟示錄22章那裡我們看到，末世不是代表毀滅
或一切的結束，乃是永生的開始。
（五）神給教會的信
啟示錄也是神給教會的信，所以信徒都該好好讀
啟示錄，此外，啟示錄和創世記彼此對照，啟示錄就
是救恩啟示的總整理，讓人對神的道、耶穌基督的啟
示以及從基督、救恩、到國度都有完整的概念。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
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啟1:3)當我們去
念、去聽、去行出啟示錄裡的話，我們從啟示錄可以
看到，日期近了。我們讀啟示錄有一個重要意義，就
是要從結局看人生，我們的人生如同馬拉松，要注意
三件事：1. 起點：在基督裡嗎？(始於基督）2. 途徑：
路線、態度與持守(經由基督）3. 終點：審判、新天
新地(歸於基督）。
聖經應許讀啟示錄的人是有福的，然而我們要用
正確的心態讀，不是用好奇心，而是為了明白主的旨
意而讀，而在讀的時候若遇到不懂，可以暫時先放
下，最重要的，就是要預備心，迎接主的再來。

題目思考:
1.你讀過啟示錄嗎？透過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新
的亮光和啟示？
2.你如何看待聖經的預言？面對災難頻傳的現代，聖
經的預言帶給你什麼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