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東歐疫情死灰復燃，民眾接腫疫苗的比
例低，求主憐憫讓疫情被控制住，百姓接腫
疫苗的意願提升。

台灣:疫情趨緩，11月將再度鬆綁，求主掌權
幫助讓百姓能回歸正常生活，各行各業能恢
復生機。
教會
1、 求主將領人歸主的負擔放在我們的心中，特
別在後疫情時代，人心惶惶不安，願主使用
祂的兒女宣揚主名，把當得平安的人，加添
到神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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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胡安文傳道全家新冠病毒檢測已經轉
陰性，目前仍需調養身體。求主持續看顧，
能早日恢復正常作息。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為教會近期的事工規劃，2022年的目標與方
向、主日講台的安排等代禱，牧者有安靜的
心以及時間尋求主禱告。
2、 感謝主！聖誕聚會、預備事項以及前置活動
已完成規劃，請為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新朋友
的邀請與屬靈認領等禱告。
3、 為因疫情久未團聚的兩個家庭禱告，所遇到
的困難經歷突破能順利團聚；為一個須要主
堅固、保護的家庭禱告，他們的難處仍在，
為他們得著信心與盼望禱告。

～報告事項～

1、 2022年月曆＆新書 月曆買1送1。陳志宏牧師
新書『當世界說不可能』優惠價200元，歡迎
辦公室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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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主同工會議 11/7(日)中午12點開始，地
點：3F右包廂，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4、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11/7(日)下午1:30於副
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5、 平版手機班 11/3(三)下午2:00於副堂上課，
為期3個月，費用1600元，歡迎至行政辦公室
報名參加。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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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0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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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花

2021 . 10. 31( 日 ) 2021 . 11 .7( 日 )
邱皇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敬拜三團
敬拜四團
郭瑞玲 傳道
鄭信弘 教師
鄭惠蓁 姐妹
劉世煌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李佾靜 姐妹
馮薪庭 姐妹
鄧如山 林瑞瑩
鄧如山 林瑞瑩
潘怡靜 林祈安
潘怡靜 林祈安
陳渫慧 姐妹
周惠玲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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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8（一）～24(日)
--1,400元 收入
154,500元
4筆
6,000元 支出
18,094元
12筆 111,600元 主日代轉:
1筆
1,000元 為胡安文傳道奉獻
1筆
1,500元          $129,300元
2筆 31,000元
2筆
1,000元
1筆
1,000元
-----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小組(含線上)

2021. 10. 24(日)
32+3人 收入
28人 支出

13,860元
8,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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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林慶豐執事
二、敬拜………………………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林慶豐執事
經文：馬可福音8:27-38

四、證道……………………郭瑞玲傳道
主是誰？我是誰？
五、奉獻……………………林慶豐執事
六、報告……………………林慶豐執事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恩典已降臨】-將軟弱變為剛強 貧窮成為富足
瞎眼得看見 哀哭變為跳舞
一切山窪都填滿 崎嶇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充滿無限可能
你的能力覆庇我 戰勝試煉和艱難
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夠我用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重擔都變為輕省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倚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的事

--【一生愛祢】-親愛的寶貴耶穌
祢愛何等的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
愛祢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祢 一生敬拜祢
一生愛祢 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 一生不回頭
一生愛祢 跟隨祢

--【我的生命獻給祢】-獻上生命 給最愛的耶穌
完全順服 完全降服
因祢恩典 使我得以事奉祢
祢的選召沒有懷疑
我的生命獻給祢 背起十架跟隨祢
願祢的榮耀 彰顯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記 祢如何為我捨命
耶穌我愛祢 喜樂地跟隨祢
賜給我屬於祢的夢想
帶下祢國度如在天上
賜給我奔跑不倦的力量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你是否誤會了神的美意              ⊙陳貞蓉 教師
經文：可7:24-30；太15:21-28
這個疫情帶給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災難，但從另一
個角度來說，這個疫情讓整個地球得到了喘息，所以
疫情讓世界末日延後了一些，但大部份的人可以看到
這部份嗎？還是許多人看到的是疫情帶來生活的不便
利，以及一些損失呢？今天我們要來和大家思想這個
題目：你是否誤會了神的美意。
面對難解的經文
某天我靈修時讀到一處，默想時我內心正出現質
疑的時候，突然腦海裡出現一個聲音：你是否以為你
比神更有智慧，或是你否定神的主權呢？我們很容易
站在審判者的角色看所有的事，所有通不過我們理解
的就有問題，但這角度有可能從開始就是錯誤的，我
們實在需要謙卑下來，承認我們就是理解有限的人。
如同我們讀書，很多時候要問作者，才知道他的
本意是什麼；讀經也是，遇到難解的經文，我們就要
從它的前後文，甚至整本聖經，了解神真正要傳達給
我們的信息，才不會誤解了神的意思。這段經文我們
可以看到五個耶穌表面會讓人誤解的點，我想許多人
讀到這段經文，都會覺得很難理解，甚至會對神有些
負面情緒和解讀。
一、耶穌讓人誤解的地方
我們從馬太福音針對同一件事的記載，和馬可福
音來對照可以把整個事件看得更清楚。
1. 冷漠無情：一言不答
太15:21-23這裡提到，這個婦人他是先在耶穌後
面喊叫說：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
附得甚苦。但耶穌卻一言不答。你是否曾經有經歷過
一些事，覺得神沒有幫助你，忽視你的處境，或是不
理會你的禱告和需要呢？太15:23門徒來到耶穌跟前，
和耶穌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吧！
2. 前後不一致：我只是
而耶穌回答：「我被差遣，只是到以色列家的迷
羊那裡去。」耶穌為外邦人醫病趕鬼在這裡不是第一
回，但耶穌在這裡說：我只是，那他之前和之後對外
邦人的那些神蹟，是怎麼一回事呢？會不會有些人也
覺得怎麼神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很不一致呢？
3. 無理、種族歧視：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
太15:25-26這個婦人沒有放棄，她跪在耶穌面
前，結果耶穌居然回答他：拿兒女的餅丟給小狗吃是
不好的。耶穌用了三個比喻，兒女，兒女的餅，和
狗。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兒女當然就是指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後裔，也就是立約的子民。那狗呢，就
是指外邦人了。會不會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神對人有
差別待遇，為什麼神對那個人那麼好，他要什麼都
有，但我卻什麼都沒有，上帝很不公平等等。
4. 背約
我們再繼續看，兒女是指與神立約的以色列民，

狗是指外邦人，那兒女的餅就是指約所應許的福氣
了。我們回到以色列民和神立約的起點，創22:16-18
包含兩大部份，一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會蒙受祝福，另
一部份是，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耶穌這
裡的這句話，彷彿就是公開承認前面的部份，卻否定
後面的部份。如果立了約卻只遵守一半，那也是違
約，難道我們的神是背約的神嗎？
5. 反覆無常很難捉摸（太15:27-28）
他前面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把婦人稱作
是狗，但後來他又改變主意，為他女兒趕逐了邪靈。
會不會有些人覺得神讓人捉摸不定？
但真的是這樣嗎？如果我們仔細查考前後文，其
實就會發現這事件當中有些蹊蹺，事實上耶穌透過這
個事件，在進行一個門徒訓練，而他訓練的對象不是
那位婦人，而是他的門徒。
二、神的心意 VS. 人的想法
我們的生命就和門徒一樣，有時我們雖然已經信
了耶穌，但生命裡許多的價值觀卻沒有改變。當時的
猶太人認為外邦人就像狗，神的應許當然就只會臨到
猶太人，外邦人根本不配得到神的應許和恩典。這段
經文之前，耶穌才正以洗手這部份和門徒們上了一
課，所以在這裡考驗來啦，耶穌就想要來驗收一下門
徒們對這個部份的吸收如何，一個迦南婦人為了女兒
被鬼附的困境來找耶穌，但耶穌卻不發一言，門徒是
不是該說些什麼，來表明他們剛學會的功課？
可是門徒卻是說：這婦人在我們的後邊喊叫，
請打發他走吧！只因這婦人是名外邦人，做為猶太
人會擔心這成為汙染他們的源頭。耶穌順著猶太人
的觀念回答他們：「我被差遣，只是到以色列家的
迷羊那裡去。」雖然我們不曉得當時耶穌的身體語
言為何，但我們看到這個婦人並沒有因耶穌的話而
感到氣餒，表示耶穌的態度是在鼓勵著他，儘管他
的話聽起來似乎在責備他，但必然是有些東西在
說：不要走，要忍耐，繼續重覆你的請求。
必然是有某些身體語言是門徒覺察不到的，但
婦人卻留意到了。可能有人會反駁，在希臘原文裡
並沒有提到任何身體語言？在古代的敘述文學裡，
你不用期望會找到很多身體語言的描述，這不是當
時的文學體裁，他們吃，他們躺下睡覺，大部份是
這樣的簡單敘述。我們在這裡假設耶穌是對婦人眨
眼，這如果要描述翻譯出來可能會是像這樣：
「耶穌不發一言，眨眼，眨眼，門徒沒有留意
到他眨眼，就來到耶穌跟前對耶穌說，這婦人在我
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吧。耶穌回答：「我被差
遣，只是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裡去。」眨眼，婦人
覺察耶穌在眨眼，她再次要提出問題，以確定她沒
有被拒絕，於是在耶穌面前跪下，悉心留意耶穌的
臉，她說：主啊！幫助我！然後耶穌說：不好拿兒
女的餅丟給狗吃。眨眼。」這個時候門徒留意到，
因為眨眼而發出的亮光，你可以想像彼得手肘碰了
一下約翰說：你看見主的神情了嗎？剛才耶穌所說
的那句話，正是亞伯拉罕之約經過修訂後的諷刺，
這是不是就是耶穌在提醒我們，我們的表現正是只

在意我們本族的人，而拒絕外邦人呢？
「這個婦人受到耶穌眨眼所發出的亮光而鼓
舞，同樣以幽默的話回答主耶穌說：主啊，是的，
不過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耶穌很高
興的和婦人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
的給你成全了吧！」在這裡，耶穌用諷刺幽默的方
式來教導門徒的一個例子。
這個亞伯拉罕之約修訂諷刺版的目的是要用來
強調耶穌真正的意義，我們的主潔淨聖殿的外邦人
院，在那裡和眾人宣告：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
殿。耶穌表面看起來是輕蔑這個婦人，事實上耶穌
和這婦人心意相通，看起來就像是演了一個雙簧，
而這個婦人最終也得到祝福，他的女兒得到救贖。
三、用信心的眼睛看見神背後真實的美意與祝福
當我們遇到一些讓我們感到難以理解的狀況，
我們的內心裡會出現很多懷疑、質疑的聲音，我們
從這個婦人可以學到一些功課，成為我們的幫助。
1. 謙卑來到主面前
婦人在面對自己的困難，但耶穌卻一言不答
時，婦人謙卑來到耶穌面前跪下，請求幫助，有時
候我們會充滿質疑，會心裡愁苦的原因，就是我們
把自己看得太大，我們如果抱著驕傲、自我中心的
態度，那我們就會找不到神，誤會神的美意。
2. 盡上我們當付的責任
婦人面對他的困難，努力的找方法且付諸行動，
最後他得到他所求的，女兒蒙主拯救。神一定會讓萬
事互相效力，讓我們在當中得到益處，而我們要做
的，就是盡上自己當付的責任。
3. 對神懷抱正面的眼光
就如同婦人在這裡，感覺一而再的被耶穌拒絕，
我相信耶穌有些信號讓他堅持下去不放棄。神不會把
我們承受不起的重擔放在我們身上，祂會在當中放下
一些信號，一些貴人、一些恩典，讓我們在當中承受
的住，而且讓我們在當中得到鍛鍊，得到益處，在苦
難中我們要回到神屬性的基本面，確信神愛我們，不
會用蠍子當餅給我們。力克胡哲說：如果神沒有給我
手腳，是為了要你們注視我，假如是這樣，我感謝
神，事實上我現在告訴你，正正是這樣，因為你現在
看到一個奇蹟，就在你眼前，這就是關鍵。如果力克
沒有手腳，都可以活出如此有能力的人生，因為他看
到神在他生命裡的計劃和美意，那何況是我們呢？
神渴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得到豐盛的生命，但魔鬼
不斷要破壞這一切，讓我們誤會神的美意，讓我們活
不出豐盛的生命，求主幫助我們，透過今天這段經
文，幫助我們更深的去思想，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美
意，活出屬神的豐盛生命。
題目思考:
1.你有被誤解的經驗嗎？你覺得當神的美意被誤解，
神的感受如何？
2.為什麼耶穌需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教導門徒，對我們
有什麼提醒？
3.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幫助或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