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伍 陳貞蓉教師代禱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列國:聯合國氣候高峰會COP26將召開，197個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恩節即將來到，想到從過去到如今神的恩典，
就覺得實在是太多事可以感恩了。週日和同工們討論
聖誕節我們可以做的佈道行動，之前有一個感動想邀
請老朋友回來，隔外是現在沒有教會生活的弟兄姐
妹，同工們在討論中就提出了感恩節餐聚，主題就是
「想見你」，透過聚餐和分享邀請老朋友「回家」聚
聚，而聖誕節也討論可以透過聖誕主日下午園遊會方
式來讓大家參與設攤，邀請親朋好友和鄰居一起來參
與，原先擔心疫情沒辦法有很多時間籌備，但這樣的
方式既可以讓大家參與，也比較不需要長時間的籌
備，也是感謝主的引導。
11月起我們也辦了一個青少年桌遊外展聚會，透
過桌遊鼓勵學生邀請同學來建立關係，在當中再透過
見證分享和活動導入信仰，求主將當得平安的孩子帶
到我們當中；三芝的開拓也放在禱告中，求主引導我
們為我們開道路；社團的部份也求主開道路，讓我們
能在學院建立禱告祭壇，也求主來點燃當中基督徒學
生的心，讓他們有福音的異象動力，能在校園為主得
人。接下來11/21在教會有證道的服事，11/28-30要前
往高雄參加三天的總議會，求主在各個服事賜下智慧
能力，能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彰顯主的權能。
本週和旭志要去打第二劑的疫苗，求主保守不要
有嚴重的副作用，兩個小孩也要打預防針，看著他們
日漸長大，智慧身量不斷的成長，著實讓人感到喜
樂，求主施恩帶領，讓我們有智慧也能和家人分享福
音，帶領家人一起來到主前，求主為我們開道路，柔
軟家人的心，破除一切偶像的權勢和謊言，求主聖靈
的工作大大的降臨在我們家人身上。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為感恩節餐聚和聖誕節佈道行動禱告，求主將當
得平安的人賜下。
2.為三芝開拓的可能和一切所需資源禱告，求主引
導開路；也為三重高中和金甌女中社團禱告，求
主在這些社員身上工作，讓我們能有好機會和他
們分享福音。
3.為兩個孩子的成長和旭志工作有神引導同在禱
告，求主讓多寶樂寶有好的學習，各樣發展都有
神的祝福；旭志在外送、和工作尋求有神引導明
白神帶領禱告。
4.為家人心能柔軟，讓福音能進到我們家族中有全
家歸主的恩典禱告。
「因為你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為你名
的緣故引導我，指點我。」詩31：3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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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將齊聚討論氣候變化與各國應對方案，
求主賜下智慧讓各國政府能擬出有效政策，
延緩地球暖化並降低汙染。

台灣:近期房價不斷飆漲，加深年輕人的無力
感，求主掌權讓政府打房不致淪為口號，也
幫助年輕人能夠有盼望，建構自己的世代。

教會
1、 為感恩餐會(11/27)與聖誕節(12/26)聚會籌
備與邀請禱告，願主使用祂的兒女在此佳節
傳揚基督，領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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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保守弟兄姊妹施打
疫苗，過程順利，没有副作用。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為聖誕聚會的預備禱告，請為詩班與影片主
責同工、詩班練習、各小組進行酸痛保健體
驗邀請，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新朋友的邀請與
屬靈認領等禱告。
2、 聖誕雙週禁禱與屬領認領推動，為聖誕聚會
的預備與邀請，11/8-19(一~五)鼓勵安排週
間禁食禱告，各小組也同步推動屬靈認領。
請為參與、負擔的傳遞禱告。
3、 感謝主，因疫情久未團聚的一個家庭可望明
年團聚，請繼續為另一個家庭能早日團聚禱
告。

～報告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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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下午2點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長執會議 11/14(日)下午1:30，地點:副堂，
請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4、 平版手機班 11月開始週三下午2:00於副堂上
課，為期3個月，費用1600元，歡迎報名參
加。
5、 感恩節餐會 11/27(六)，12~14點，邀請久未相
聚的弟兄姊妹參加，有吃飯、破冰、敬拜、感
恩見證，相關問題請洽陳貞蓉教師。

人數
104+16人  
7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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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7( 日 ) 2021 . 11 . 14( 日 )
林慶豐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四團
敬拜二團
鄭信弘 教師
陳志宏 牧師
劉世煌 弟兄
劉世煌 弟兄
林憲佑 弟兄
待確認
馮薪庭 姐妹
馮薪庭 姐妹
鄧如山 林瑞瑩
陳渫聰 李傳婕
潘怡靜 陳希愛
梁柏榮 顏士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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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一）～31(日)
--1,900元 收入
135,200元
3筆
6,300元 支出
11,777元
9筆 57,500元 主日代轉:
筆
55,000元 A弟兄      ＄3,000元
----- 胡安文傳道 $13,000元
3筆
3,000元
3筆
1,500元
----3筆 10,000元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小組(含線上)

2021. 10. 31(日)
37+2人 收入
35人 支出

24,650元
9,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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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朱德弘執事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朱德弘執事
經文：可八31;九30~41;十33~34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門徒的期中考試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朱德弘執事
七、報告……………………朱德弘執事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在這個時刻+我敬拜祢全能神】在這個時刻 我向主歌唱 唱出一首愛的詩歌
在這個時刻 我高舉雙手 向我的主高舉雙手
歡唱 我愛祢 主 歡唱 我愛祢 主
歡唱 我愛祢 主 我愛祢
我敬拜祢 全能真神 有誰能像祢
我敬拜祢 和平君王 我心何等渴慕祢
我讚美祢 祢是我的公義
我敬拜祢 全能真神 有誰能像祢

--【祂名稱為奇妙】-祂名稱為奇妙 祂名稱為奇妙
祂名稱為奇妙 耶穌我主
祂是全能君王 萬物的大主宰
祂名稱為奇妙 耶穌我主
祂是好牧者 是萬古的磐石 全能真神是祂
恭敬來就祂 愛祂 讚美祂
祂名稱為奇妙 耶穌我主

--【主恩更多】-1.何等希奇一位救主 我所尋著乃主耶穌
  雖然我曾犯罪受苦 主賜恩典真真無數
2.主尋我時我是罪人 毫無善行在於我心
  我犯誡命日久月恆 應該受著地獄死刑
3.我靠自己毫無功勞 惟獨救主為我義袍
  十架上流出的寶血 能洗罪跡不剩絲毫
4.救主是我贖罪羔羊 又是先知祭司君王
  赦罪恩典賞賜無量 一切靠主全能擔當
5.救主尊名我要讚美 我靈情願歌頌歡喜
  讚美主愛極大無比 世世代代永無改變
（副歌）主恩實在更多 主恩實在更多
        我罪雖多主血塗抹 主恩實在更多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主是誰？我是誰？                  ⊙郭瑞玲 傳道
經文：可8：27-38
一、主是誰？(可8.27-30)
我們思考：耶穌為什麼問門徒問題？耶穌問了什
麼問題？耶穌問這問題的核心目的是什麼？
1. 人說我是誰？
門徒的回答。有人說耶穌是施洗約翰，有人說耶
穌是以利亞，或是耶利米，或某位先知，或一位復活
的古代先知。都是先知。先知的特質是什麼？行神跡
奇事，領受神的啟示，並且勇敢無懼，向當代悖逆神
的百姓分享神話語的僕人。
˙問問題的價值。使我們獨立思考，擁有真理、
智慧，在屬靈的知識、思想、見識上被開闊，被啟
發，被光照。
今天主耶穌也問我們問題：他是誰？
耶穌是帶給我們真理，教導我們如何生活，愛
人；行神蹟、醫的拉比、老師、先知？或者耶穌是你
與神的連接者、親密的朋友、是生命的源頭？
先知與主的差距有多遠？先知不能使我們得救，
主日學老師不能使你的孩子得救。牧師不能使你的父
母得救，鄰居了解教義不能使他得救，朋友背誦聖經
不能使我得救，甚至，你的同學到教會，也不一定能
得救 。
我對主的認識是第幾手的？別人的介紹、經歷、
見證都是重要的，從別人認識關於主耶穌的真理是很
好的，但那些都是第二手的。
我們必須對主有第一手的認識。為什麼必須對主
耶穌有第一手的認識 (個人見證分享)？
你與主相遇的經歷如何？如何對主耶穌有第一手
的認識？
2. 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的回答。基督。主，彌賽亞，被膏的那位。
彌賽亞是受膏者，但是主耶穌不只是人間的先知、君
王、祭司。
主耶穌是誰，這是聖靈指示我們的。(使徒被聖靈
充滿後，他們生命的轉化。除了使徒約翰被放逐於拔
摩島，其他人十個人都為主與福音殉道。)
只等真理的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
理。他不是憑著自己說話，而是把他聽見的都說出
來，並且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翰福音16.13)。
沒有聖靈，我們不認識主耶穌是誰。沒有聖靈，
我們讀不懂聖經。沒有聖靈，我們不知道如何禱告。
沒有聖靈，我們無法愛人。沒有聖靈，我們都不能重
生得救。
這是聖經默示我們的。他是上帝所膏立，是全人

類的救贖主，是創造主，是審判主。
神在古時候，曾經多次用種種方法，藉著先知向
我們的祖先說話；在這末後的日子，卻藉著他的兒子
向我們說話。神已經立他作萬有的承受者，並且藉著
他創造了宇宙（“宇宙”或譯：“諸世界”或“眾世
代”）他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真象，用自己
帶有能力的話掌管萬有；他作成了潔淨罪惡的事，就
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邊。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
尊貴，所以他遠比天使崇高 (來1.1-4)。
˙問問題的意義。找到答案，擁有這答案，並且
與答案本身建立直接的關係。與渴望愛我們，得著我
們，和我建立關係的那一位拉近距離，甚至成為你的
至寶，成為你生命的源頭。
我們對主的認識有多少，就決定我們與主的關係
有多近，有多深。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
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
我手裡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
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約10.27-29)。
使我們得救的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穌。而且我們
與主耶穌的關係是永久，且牢固的。更重要的是主認
識我們，我們也認得主的聲音。主樂意得著我們，主
更保守我們永不失落。

2.跟從主的結果：與耶穌同活，使我們有新生的樣
式。
跟從主不僅是破壞了舊造的權勢，而且使我們與
祂相連，祂賜給我們過新生活的能力。我們不僅必
須向罪是死的，而且向義是活的。我們的新人使我
們像從死裡復活的人一樣，將自己獻給神。就是向
罪死、向神活。(例子：新舊船長的故事)
跟從主，在主裡生活，我們不為己活，為主活
(羅14.7-9，林後5.14-15)。如同影片： 守橋人的故事
捨命的愛。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 一個人為自
己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
而死。 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
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羅14.7-9)。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
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
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
主活 (林後5.14-15)。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12.1-2)。

默想、回應：
二、我是誰？(可8.31-38)
聖經裡先出現門徒，才出現基督徒。換句話說，
重生得救的人都是主的門徒，才叫做基督徒。基督徒
意思是是小基督christian，或稱為基督人。
成為主的門徒，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也不是先
成為基督徒，之後一段時間，靈命成熟了，才作主的
門徒。成為門徒就稱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就是主
的門徒。
跟從主的意義：經歷生命的轉換：捨己、背十字
架。我們生命的本質：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如果你們聽過他的
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
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
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以弗所
書四章20-24節)。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
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
他主的形像 (歌羅西書3章9-10節)。
1. 跟從主的意義：捨己、背十字架。
我們的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使我們的罪身滅
絕。因為基督為我們受死，我們就脫離了罪的刑罰，
脫離了罪的權勢。這是脫離了罪性對信徒轄制的力
量。只有一件事能夠破壞罪對我們的轄制──死亡。
你不再受制於罪性的權勢，你不需要去服從它的吩
咐。基督的救贖使你脫離了罪的刑罰。與基督同死，
使你脫離了罪的權勢。

•

年底前，我如何在依靠聖靈或熟悉神的話語上，
加強我與主第一手的認識與經歷？

•

請用你自己的話或文字或圖像或比喻，說明你所
體會的「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的真理。

•

以後1-2周或一個月內，我要信靠聖靈，在我的
知識、思想、信念、感受、抉擇、行動等方面，
選擇其中一方面，來經歷和體會「脫去舊人，穿
上新人」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