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非洲六國發現新型變種病毒Nu，恐比
Delta變種更可怕，求主保守讓疫情不再死
灰復燃，也幫助非洲疫苗接腫率提升。

台灣:近來許多社會事件突顯出人心的狀況，
求主動工讓政府重視生命教育從根本做起，
釜底抽薪改善社會現況。

教會
1、 為聖誕節(12/26)聚會籌備與邀請禱告，願主
的愛與弟兄姊妹連結，並使用祂的兒女在此
佳節傳揚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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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在11/28~30於高雄舉辦33屆總議會，願
主帶領眾牧者與平信徒能同心合一，照管神
的家，成為世上的鹽與光。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感謝主！完成酸痛保健體驗，共有5位福音朋
友、7位主內肢體參加；為同工與團隊服事感
恩，為參加的朋友們禱告，求主的憐憫醫治
臨到他們、主的愛觸摸他們的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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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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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兒主同工會議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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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日)下午2:00於副
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4、 聖誕節園遊會 12/26(日)下午1點到3點將舉
辦聖誕節園遊會，其中將有義賣攤位，若家
中有九成新不需用到的物品，歡迎捐贈，義
賣所得將全數進教會宣教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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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4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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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 2021 . 12 . 5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敬拜三團
敬拜四團
陳毓華 老師
鄭信弘 教師
鄭惠蓁 姐妹
朱德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李佾靜 姐妹
曾頎峰 弟兄
董仁章 姜俊良
董仁章 姜俊良
吳秀梅 陳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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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一）～21(日)
--1,900元 收入
38,900元
3筆
7,000元 支出
307,334元
6筆 18,600元 主日代轉:
3筆
5,500元 基甸會   ＄17,000元
1筆
1,000元
1筆
1,000元
5筆
2,400元
----1筆
1,500元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小組(含線上)

2021. 11. 21(日)
40+2人 收入
32人 支出

27,360元
3,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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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藍/紫）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鄭信弘教師
二、敬拜………………………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馬太福音二十五：l～13

四、證道……………………陳毓華老師
人生中的等待、十童女的比喻
五、奉獻……………………鄭信弘教師
六、報告……………………鄭信弘教師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腳步】-你的腳步帶著我的腳步 一步一步 都有祝福
每個腳步我要緊緊跟隨 走在蒙福的道路
求給我更多的勇氣 給我更多的信心
讓我勇敢踏出跟隨你的腳步
跟你行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曠野地
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靠你 只要更多順服你
凡是出於你的我就默然不語
就算經過黑暗谷 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你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醫治的愛】-在泥濘深谷中你領我走出來
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來
我滿身是傷痕你將我抱起來
我在你的懷中甦醒過來
耶穌的愛醫治了我的心
破碎的生命完整起來
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
再一次勇敢將自己敞開
耶穌的愛剛強了我的心
信心的翅膀再飛起來
飛越每一個高山和低谷
感謝耶穌醫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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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基穩固、堅定不移                ⊙張中卓 弟兄
經文：歌羅西書一23
所謂的根基穩固，就是在所信的道上恆心；而堅
定不移，就是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因此今天
我要從四個部份和大家來思想這個主題。第一、什麼
是所信的道；第二、恆心是什麼？第三、什麼是不至
被引動？第四、什麼叫做不失去福音的盼望？以至於
讓我們可以堅定不移。
一、所信的道
提到所信的道，大家最常會想到「太初有道」以
及「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
神。」(約1:1)全世界許多的文化都承認有「道」的存
在，甚至要追求此道，華人世界裡也流傳老子所說
「道可道，非常道」，感覺非常玄，然而聖經裡告訴
我們，這道就是神，所以你要追求道，你就來相信我
們的神，我們的神樂於向我們表明祂自己，因此我們
在所信的道上恆心，就是在我們所信的神上恆心。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
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約1:14)道成了肉身，成了我們可以看得到、
摸得著的人，在當時的人親眼見到耶穌，我們的道不
是虛幻不可見的，且耶穌充滿恩典與真理，這就是我
們所信的道。而道成肉身的耶穌和我們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約14:6)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
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賽55:8)這世上有許多的道
路，我們要選擇哪一條道路？我們要選擇有永生、可
以通往天父那裡的道路。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
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詩86:11)找到
了道路，我們要知道如何在此道上行，這時我們要靠
的就是真理，如果我們走錯了方向「背道而馳」，我
們就會離目的地愈來愈遠。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耶穌
賜給我們的，不單是屬靈的生命，也包含新造的身
體，是一個全方位的生命。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
們還歸從誰呢？」(約6:68)既然我們的主是道路、真
理、生命，我們還歸從誰呢？「聖經都是神所默示
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提後3:16)聖靈保惠師與我們同在，神的話語
也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可以透過禱告、讀經來明白
神的話，我們也可以透過聖經，讓身邊的人明白神的
話。國際基甸會便是透過見證以及贈送聖經，來帶領

人認識神。將聖經送到路人、旅館、監獄，甚至戰
場，讓每個處於人生轉捩點的人，有機會透過聖經來
認識神，經歷救贖。
在這樣的事奉中，我們常經歷神為我們開路，讓
許多人可以在這當中經歷神，也讓我們能不斷的以這
個方式服事祂。在我們所贈送的聖經最後一頁，有福
音四律以及「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
的主」的決志單，一位在獄中的朋友在照片裡秀出最
後那一頁，上面正簽著他的名字和日期。
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然保羅說我們基督徒是
「蒙恩的罪人」；我們也將聖經送到醫院，人的盡頭
就是神的起頭，唯有聖經能給我們永生的道。
二、恆心
在英文的譯本裡「恆心」被翻譯成「持續地」，
它是動態的，而在中文聖經裡這個字也常被翻成「不
住的」，「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國際基甸會已經成立了一百二十多年，贈送
出超過廿四億本聖經，這是神親自作成的。神的作為
使我們有恆心，能成就神的工作。
三、不至被引動
堅定不移就是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什麼
叫做「不至被引動」？我們要思想兩個問題，第一、
我們是選擇上好的，還是次好的？第二個是我們是否
以別的神代替耶和華？這個叫做被引動。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
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10:42)這是在說馬大
和馬利亞的故事，耶穌稱讚馬利亞選擇了上好的福
份，然而我們如果明知什麼是上好的，我們會去選那
次好的嗎？撒旦許多時候所做的，就是把次好的給我
們代替上好的。例：教會參與社會福利但卻失去了福
音異象。
或許我們沒有離開這個信仰，但優先次序擺錯
了。「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詩16:4)以色列人出埃及見證許多神蹟奇事，但他們
仍然造了金牛犢，這樣的事過去發生過，現在仍然會
發生，我們要很謹慎不要落入這樣的狀況，這叫做
「不至被引動」。神要我們永遠將祂放在生命裡的第
一優先，國際基甸會服事神有三個方式：個人見證、
贈送聖經、以及聯合事奉。
我們都是軟弱可能跌倒的人，所以我們需要有人
扶我們一把，需要人的代禱，需要彼此的聯合。我們
在教會裡也需要屬靈同伴，讓我們可以彼此扶持，不
至被引動。這也是聖經教導我們不可停止聚會其中一
個原因。
四、不失去福音的盼望
為什麼我們會失去對福音的盼望，有幾個原因：
1. 看不到福音的果效
以基甸會的服事為例，我們和別人分享個人見
證、將聖經送到別人手裡，不一定會看到對方立刻信

主，甚至會被拒絕。但一粒種子一旦掉到好土裡，
就可以結實百倍，例：花蓮美侖浸信會的牧師見
證。即使我們在世不一定能看到我們傳福音的果
效，但我們仍然要傳，因為神會使它結果。
2. 以福音為恥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羅1:16)保羅這樣說，代表有人會
以福音為恥，在羅馬時代要信耶穌，可能要付上生
命的代價，在這樣的狀態下以福音為恥是正常的，
但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被
這樣逼迫的環境，但還是會有人以福音為恥，比方
有些人遇到別人請他禱告，他會擔心如果他禱告但
事情沒成就，會丟上帝的臉之類的。
我們要搞清楚，福音是神的大能，為人禱告會
不會成就，是神決定，不是我們，我們只要負責
傳，結果在神手中。
在基甸會的老鳥，是發聖經被拒絕一萬次但仍
留下來服事的人，「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
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
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1:28)我們在所信的道上
根基穩固、堅定不移，為的是我們可以用諸般的智
慧，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教會有
教會的方法，基甸會有基甸會的方法，這一切的目
的就是要把每個人引到神面前。
最後我們有幾個請求：
1. 代禱：不只是為基甸會、基甸會員代禱，更重要
的是為已經拿到聖經但還沒信主的人禱告。
2. 奉獻：請為我們印製聖經的費用奉獻，一本聖經
的印製費用大概是新台幣五十元。在這裡特別呼
籲，請不要將你們的十一奉獻給我們，每個人都
有自己所屬的教會，然而倘若你認為神給你的恩
典比十一還大，歡迎你額外的做奉獻。
3. 加入我們：倘若你在教會裡已經有參與一些福音
事工，那感謝主；若是你在教會裡除了禱告奉
獻，尚未參與任何福音的事工，歡迎加入我們，
基甸會的會員必須要有教會的同意才能加入，基
甸會員每一年也有會費，因為機構裡的行政費用
不能使用大家的奉獻。而基甸會的成員是弟兄以
及他的妻子，因著顧及弟兄的軟弱，以及有些服
事場所的限制，因此我們沒有讓姐妹獨自加入基
甸會。
傳福音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難，願神賜福，讓
大家一起加入傳福音的行列。
題目思考:
1.聖經對你的意義為何？透過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
提醒和收穫？
2.你人生中的第一本聖經是來自何處？你對基甸會的
事奉有什麼樣的感受？
3.你可以如何將你所信的道傳揚出去？在接下來的日
子裡可以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