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布吉納法索長年在戰火中，近期又發生
恐怖攻擊，求主憐憫幫助讓這個國家能脫離
戰亂和貧窮，百姓能有平穩生活。

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其中原因盤根錯節，
求主賜下智慧讓政府能對症下藥，幫助年輕
人建立信心盼望，有效提振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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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譯萱弟兄上週因交通意外，傷口植皮，手
術恢復中，求主保守身體早日康復。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為酸痛保健體驗禱告。有施作者與助手各一
位，負責按摩與祝福禱告；之後另有接待組
個別關懷與禱告服事。請為所有同工與預約
者禱告。
2、 聖誕雙週禁禱與屬領認領推動，聚會的預備
與邀請，鼓勵週間禁食禱告，小組屬靈認
領，為參與、負擔的傳遞禱告。
3、 為聖誕聚會的預備禱告，為帶領詩班、籌拍
影片同工，以及講道信息預備禱告，求主堅
固並看顧保護他們的身心靈，也為他們手中
的服事能順利進行禱告。

～報告事項～
1、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中午12:30，地
點: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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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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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0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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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日 ) 2021 . 11 . 28( 日 )
鄭信弘 教師
潘振宇 弟兄
潘振宇 弟兄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一團
敬拜三團
張中卓 弟兄
陳毓華 老師
黃俊元 執事
鄭惠蓁 姐妹
邱皇銘 執事
待確認
鄭惠蓁 姐妹
李佾靜 姐妹
林姿涼 李傳婕
董仁章 姜俊良
梁柏榮 顏士閔
吳秀梅 陳慧貞
--陳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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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一）～14(日)
--3,100元 收入
217,400元
9筆 17,500元 支出
14,478元
24筆 185,300元 主日代轉:
----- A姐妹    ＄7,000元
----5筆
5,500元
4筆
3,000元
----2筆
3,000元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小組(含線上)

2021. 11. 14(日)
37+3人 收入
33人 支出

38,556元
105,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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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基督君王日（白）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潘振宇弟兄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潘振宇弟兄
經文：歌羅西書一：23

四、證道……………………張中卓弟兄
根基穩固，堅定不移
五、奉獻……………………潘振宇弟兄
六、報告……………………潘振宇弟兄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叫我抬起頭的神】-耶和華是我的主 必不至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 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勝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我們必歡呼
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哦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
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 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 求你堅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你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副]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

--【十架的愛】-謙卑的君王 榮耀的君王
你甘心卑微順服 捨命在十架上
謙卑的君王 榮耀的君王
我得醫治 因你鞭傷
無盡恩典 我心感恩
十架的愛 何等奇妙 超乎我所求所想
洗淨我罪 脫離污穢 穿上公義潔白衣裳
十架的愛 何等奇妙 我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帶我重回天父懷抱 在永恆裡我不停歌唱

叁 本週話語教材
讓我們歡歡喜喜跟隨耶穌            ⊙陳志宏 牧師
經文：馬可福音十17-31
一、永恆的回答
可十17這裡提到有一個人，當耶穌行路時，他跑
來跪在耶穌的面前，從聖經看到他是人生勝利組的成
員，但是像他如此有錢、有勢、有地位、有道德、又
年輕的人，居然跑來跪在耶穌的面前來請教耶穌問
題，他一方面表現出他相當虛心謙卑，另一方面也表
達出他有一個極大的渴望。
他問耶穌的問題是，他當做什麼才能夠承受永
生？他問的問題和尼哥底母很像，這兩人他們都擁有
世人想要努力追求的一切，有錢、有權勢地位、有學
問、有道德，但他們同樣心中都沒有真正的滿足與安
息，他們都來向耶穌尋求永生之道。今天不是所有的
人都很積極地想尋求永生，因為永生是人內心最深層
的需求，當我們表面的需求未滿足之前，可能還來不
及意識、思想到內在最深層的需求。
從馬斯洛的理論來看，這少年的官和尼哥底母都
可算是自我實現的人，但他們的心靈還是不滿足，他
們還有更高的需求，就是永生。傳三11讓我們看到，
追求永生是世人的本能，我們的靈魂不願意受限制於
這個敗壞有限的世界，我們心靈的深處都渴望能進入
一個永恆的真善美的境界中。
耶穌開門見山地直指問題的核心。耶穌的回答是
除了上帝之外再沒有一位是良善的，耶穌的回答暗示
這少年的官，他的問題問錯了，沒有人可以靠自己的
行為稱義。耶穌要幫助他明白這個真理，可十19耶穌
這裏提到的誡命主要是舊約的十誡，人與人關係的部
份。少年的官回答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
了。」(可十20)在猶太人中真的存在有些人是從小立
志遵行律法，而且在外在的行為層面真的是循規蹈
矩，沒有明顯違反律法的行為，使徒保羅信主之前就
是另外一個例子，保羅說：｢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
無可指摘的。」(腓三6)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可十21a)。主耶穌相信
他的回答是誠實的、真心的，只是他對自己的認識還
是很有限，為了幫助這個可愛難得的年輕人不單遵守
律法的字句，而是遵守律法的精義，耶穌對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
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可十21b)
律法的精義是什麼呢？就是盡心愛神和愛人如
己。主耶穌的確精準地回答這個少年人的問題，如果
他要確實的遵守律法的精義，靠著他的行為得到上帝
的悅納，他就要活出愛人如己的生活，所以耶穌就對
他的生命發出一個挑戰，要他變賣一切分給窮人，這
就是真正地遵守上帝律法的行為表現！另外還有一件
需要做的事，就是要來跟隨耶穌，這其實主耶穌剛才
沒有列舉十誡前四誡的精神，就是要盡心、盡意、盡
力愛上帝的行為表現！
這個少年的官聽到了他夢寐以求想知道的答案，

他終於知道他當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了，但他的
反應就像洩氣的皮球一樣，整個人變了一個樣子，憂
憂愁愁的走了。
二、永生的真義
你會不會覺得耶穌太強人所難？太過嚴苛和挑
剔？「耶穌看著他，就愛他。」耶穌不是因為討厭
他，恨他才說出這些話，耶穌是出於愛他的動機才說
這些話，因為他的財寶正是攔阻他承受永生的最大障
礙。這怎麼說呢？十誡的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
可有別的神。」有錢財的人很容易依靠錢財而不依靠
上帝，碰到問題時，第一個就想到要用錢去解決問題
而不是尋求上帝的旨意和幫助。財富不是罪惡，卻是
一種危險，財富容易使我們自以為安全、滿足而忘了
尋求，依靠上帝。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少年官追求的是永生，永生
不單指永遠活著，那是永生的「量」，如果在永生中
我們還是像在這世上充滿了痛苦的人際關係，那就生
不如死，永生的「質」是更豐盛的生命，即像上帝一
樣的生命。上帝的生命就是愛的生命，就是給予的生
命。永生的生命就是像上帝一樣，對人充滿了愛心、
犧牲、寬容，願意把自己所擁有最寶貴的與人分享。
這個少年的官愛物質勝過愛人，愛自己勝過別人，當
他遇見耶穌的時候，耶穌讓他看到自己的本像。
當這個少年的官憂憂愁愁地離開後，主耶穌就進
行機會教育，主耶穌用了一個很誇張的比喻來說明倚
靠錢財的人要進入上帝國度的難度。比駱駝穿過針的
眼還難。本來只有那個少年的官的情緒是憂憂愁愁
的，現在主耶穌的門徒們的情緒也都是憂憂愁愁的，
因為他們的反應是：｢這樣誰能得救呢？」為什麼門
徒們的反應如此？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
這些門徒基本上不是有錢人，那他們擔心什麼？其實
他們內心深處也希望自己成為有錢人！這些門徒跟隨
耶穌，他們內心深層的動機從接下來可十35-37西庇
太的兒子雅各、約翰向耶穌提出來的祈求可以略之
一二，他們求耶穌將來耶穌成為以色列的君王時，封
他們作左右宰相！
可是沒想到主耶穌居然告訴他們，存這樣想法的
人不能進上帝的國，難怪他們大失所望，個個垂頭喪
氣。不過主耶穌沒有因為他們的無知與帶著錯誤的動
機跟隨他而放棄這些門徒，主耶穌繼續存著愛心、耐
心教導他們有關上帝國的真理，就是有關如何得救的
問題，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卻凡事都能。也就是進入
神國是上帝的作為，是來自上帝的恩賜和祂白白的禮
物。人的困難、軟弱、不足，可以由上帝來改變、幫
助，上帝能幫助信靠祂的人進入永生，因為那是出祂
恩慈的賞賜。進神國全靠人對耶穌完全的信靠和依
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永生是從上帝來的禮
物、恩典，所以不論窮人或富人，都可以藉著耶穌的
帶領和幫助，進入上帝的大家庭，成為上帝國度的一
並不是所有的有錢人都不能進上帝的國，重點不是有
不有錢，而是我們對錢財的態度，如果我們認為財富
是為了自己的享受，為了自己的舒適、便利，那我們
的財富就成了一條必須斷開的鎖鏈，如果我們把財富
當作幫助別人的工具，那財富就成了我們的冠冕。

重點是我們有沒有把生命的主權，包括金錢的
主權交給上帝。上帝有權告訴我們如何使用金錢，
即使上帝告訴我們要變賣一切所有的，我們也願意
順服，因為我們的依靠，安全感所在是上帝自己，
不是這些無定的錢財。當一個人願意全心依靠上帝
不依靠別人的人、事、物時，一定會經歷到從神而
來生命的大改變。
三、愛的挑戰
當我們的生命遇見耶穌時，耶穌為了愛我們的
緣故，會對我們的生命發出一個挑戰，就是要放下
那些足以攔阻我們進入上帝國的因素。對許多人來
說是財富，有些人可能是權力、地位，有些人可能
是良好的家庭背後所帶來的種種資源，有些人是自
己的學問、知識、才幹。耶穌要我們放下的原因不
是要奪去我們所擁有的這一切，而是要我們把這一
些交在祂手中，讓他教導我們如何來運用，讓我們
這些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彼得把自己與那個少年的官作了一個對比，他
問耶穌：『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
來我們要得甚麼呢？』(太十九27)
可十29-30 主耶穌的回答有三個重點，首先耶穌
告訴我們天上銀行的投資報酬率是地上銀行的一百
倍。其次我們在地上過跟隨主耶穌的生活並非總是
一帆風順，會遇見不少艱難挑戰。當然，最重要的
是，跟隨主耶穌的人來世會得永生。因為跟隨主耶
穌的人就是與耶穌同行的人，耶穌將來在那裡，跟
隨主耶穌的人也就在那裏。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有
多良善，而是主耶穌把我們帶進新天新地的。所以
主耶穌對那個少年的官說，你還要來跟隨我，因為
跟隨耶穌就能進入到他夢寐以求的永生國度中。
路加福音十九章記載當稅吏長撒該遇見耶穌
時，他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當這少年的官遇見耶
穌時，他卻憂憂愁愁地走了，耶穌對撒該的愛和對
這個少年的官的愛是一樣的，但他們卻有一個選擇
永生，另一個卻在當下沒有選擇永生，上帝給我們
的恩典是白白的，是我們靠自己的好行為永遠賺不
到的，但上帝也給我們自由意志選擇，上帝沒有把
永生硬塞給我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請問你生命中的最愛是什
麼？你目前手中最有價值的是什麼？什麼是你最大
的依靠、最大的安全感所在？今天主耶穌正在看著
你，祂非常的愛你，所以祂要對你說：放下這些來
跟隨祂，因為祂不是要奪去這些你所愛的人事物，
而是目前這些人事物會攔阻你對祂的信靠，所以主
耶穌要你學習先單單地信靠祂。當你學會信靠主耶
穌勝於這些人事物時，你會發現這些人事物就會到
達最合適他們所在的位置，要成為你極大的祝福。
讓我們歡歡喜喜地來跟隨耶穌吧！
題目思考:
1.對於永生的真義你有什麼體會?你有得永生的確據
嗎？
2.你生命中最愛的是什麼？你願意放下這一切來跟隨
耶穌嗎?在這當中最大的攔阻是什麼？
3.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提醒和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