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 為中美及各國在民主制度上的爭議禱
告，求主光照，使各國領袖能轉向真神，尋
求比民主更完善的屬天國度。

台灣:本週台灣新增一COVID-19本土案例，求
主保守政府及人民能做好措施回應，也為人
民得著平安、不再互相指責禱告;也為12/18
公民投票過程順利代求。

教會
1、 為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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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明年聖工規劃與安排，有聖靈的指引與帶
領，特別是學青的牧養，能賜予智慧、能
力，以興起主的器皿。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為聖誕戶外佈置與聖誕聚會的預備禱告，特
別為12/19聖誕主日敬拜主領禱告，近期因
母親身體狀況受到不小影響，求主堅固與醫
治。為當天主日其他服事同工、詩班每一位
成員、籌拍影片同工，以及講道信息預備禱
告。
2、 即將進入新的年度，為今年的經費需要；新
年度的目標與講道信息安排等禱告。
3、 為使教會事工未來有更好的推動，希望安排
教會事工意見交流，請為安排禱告。

～報告事項～
1、 長執會議 本主日後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
間出席。。
2、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12/12(日)中午12:30，
地點: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教會場地公告 12/18(六)本堂為公投投開票
所，當天空間不開放使用。
4、 平安夜異國電影欣賞 12/24(五)晚上6點30分
將預備溫馨餐會，7點30分放映電影，片名為
「天外飛來一隻豬」，鼓勵邀請親友參加，
欲參加者請掃QR Code報名以利餐點預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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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地點
正堂
正堂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人數
121+10人  
121人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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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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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 日 ) 2021 . 12 . 19 ( 日 )
邱皇銘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敬拜二團
敬拜一團
陳貞蓉 教師
傅世瑩 教師
劉世煌 弟兄
黃俊元 執事
顏士閔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馮薪庭 姐妹
鄭惠蓁 姐妹
陳吉甲 謝福餘
陳吉甲 謝福餘
陳乙瑄 林羿萱
潘怡靜 林羿萱
--張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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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一）～12. 5(日)
--1,600元 收入
260,200元
9筆 14,100元 支出
295,502元
37筆 215,800元 主日代轉:
5筆 12,000元 A姐妹    ＄3,000元
1筆
1,000元 B姐妹    ＄1,000元
4筆
3,500元 C姐妹    ＄1,000元
9筆 10,200元
----2筆
2,000元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小組(含線上)

2021. 12. 5(日)
32+2人 收入
29人 支出

90,609元
89,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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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藍/紫）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朱德弘執事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朱德弘執事
經文：可11:27-33；12:13-34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面對質疑和試探
五、奉獻……………………朱德弘執事
六、報告……………………朱德弘執事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神機會的風】

眾城門你要抬起頭 永久的門戶
你們要被舉起
那榮耀君王就是耶和華 齊來歡呼讚美祂
向聖所舉手稱頌 地和其中所充滿都屬於祂
那榮耀君王就是耶和華 齊來歡呼讚美祂
我們在這裡 歡迎你降臨
萬軍耶和華 配得一切尊榮
我們在這裡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主啊 你百姓真歡迎你

【我要全心讚美】
全心感謝 全心讚美 進入你的院
全心頌讚 獻上為祭 是嘴唇的果子
在你裡面 一無罣慮 喜樂滿溢
常常感謝 不住禱告 盼望在於你
我要全心讚美 跳舞頌揚你名
在你殿中一日勝過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讚美 讚美還要讚美不停
義人棚裡歡呼聲永不息

【來到寶座前】
讓我們再一次來到寶座前 不離去
享受在你愛中得著自由的應許
無論是在晴天 或是經歷風雨
靠著我主 愛我的主
在一切事上得勝有餘
來到你寶座前 見你的面
是何等恩典
你的憐憫和慈愛 讓我一無所缺
來到你寶座前 見你的面
你信實永不變
十架的愛 陪伴我一直走
走進新的一天

叁 本週話語教材
聖殿變成賊窩?                    ⊙鄭信弘 教師
經文：馬可福音十一章12~26節
二十世紀無神論學者羅素寫過一篇文章〈我為什
麼不是基督徒〉，他不信的理由之一就是此經文，他
認為耶穌脾氣很壞，因吃不到無花果就咒詛，用神蹟
報復，這樣的人不值得相信，想必有人也對耶穌的舉
措感到不解，甚至敵視。
在8~10章，耶穌漸漸揭露他彌賽亞的身份，只是
這位彌賽亞，並不是以色列人心中盼望重建大衛王朝
的彌賽亞，而是順服天父，受死後復活的彌賽亞。耶
穌拆毀門徒錯誤的觀念，同時建造他們正確的思維。
如今耶穌以行動，拆毀宗教領袖所把持的聖殿。他先
做內在思想的拆毀與更新，而後進行外在聖殿的拆毀
與更新。經文對耶穌的描述，與我們所認識的耶穌，
似乎有些不同，我們心中的耶穌是柔和謙卑，憐憫慈
愛的人，但這裏所描述的耶穌，感覺好像是一個脾氣
暴躁，不可理喻的人。祂為什麼阻止人到聖殿敬拜上
帝?即便不認同，是否能以愛心說誠實話，而不是用
粗暴的方式，祂的行徑，好像惡棍！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有恩典與慈愛，但我們仍需
承認，人的智慧有限，難以用人小小的頭腦評論，希
望今天的經文，能光照我們更認識耶穌，也明白祂的
心意，進而幫助如同羅素一樣的人認識主耶穌。
耶穌咀咒無花果樹(12~14)
無花果樹在長葉子前，會長出許多尚未成熟的無
花果實，但這棵樹只有葉子，没有果子，耶穌就詛咒
它，同時經文說，這時並非無花果長成的季節，結果
隔天無花果從外面到裏面的根部，全都枯乾，令人覺
得這棵無花果樹很無辜，而這些都與舊約時期的文化
有關。舊約時期，不信且悖逆的以色列人，被形容為
不結果實的葡萄樹或是無花果樹(耶八13)。因此耶穌
咒詛無花果樹，乃至潔淨聖殿，表達耶穌對以色列的
審判，要藉此警誡以色列人，乍看好像耶穌任意發脾
氣，其實是要教導門徒，若以色列不悔改，下場就如
這無花果樹，枯乾不結果子。
潔淨聖殿(15~19)
耶穌曾二次潔淨聖殿，第一次記載在約翰福音第
二章，第二次就是這一次，上次耶穌拿繩子作鞭子，
把人都趕出去，推翻兌換銀錢的桌子，可以想像那時
的情況混亂，這次耶穌再潔淨聖殿，可證明他們並沒
悔改。人若受責備而不悔改，必不會因所受的責備難
過，相反地，他們會懷恨在心，設法報復，以致這次
他們開始商量怎麼樣除滅耶穌（18）。想像耶穌踏進
聖殿，看到人滿為患，場面混亂吵雜，也充滿污臭的
異味，買賣的聲音，原本這地方是讓外邦人認識、敬
拜上帝，並與上帝恢復關係的地方，卻變成耶穌形容
的賊窩。
為什麼有攤位?
猶太人亡國後，猶太人散居各地，但他們都有

一個心願，就是一生至少有一次，能到耶路撒冷朝
聖，而居住地離耶路撒冷可能需3~5天路程，若帶著
牲畜，恐怕路途受傷，就不能獻祭了，因規定不能獻
有瑕疵的祭物，解決之道就是直接在聖殿買經宗教領
袖認證許可，健康没有瑕疵的祭物，只是交易時又有
問題，因各地猶僑所攜帶的錢幣都有羅馬皇帝或其他
神明的像，這樣的貨幣不合規定，無法交易，也不能
奉獻，因此就設置了兌換錢幣的攤位。
這些攤商會利用逾越節人最多的時候，增加兌換
的手續費，或提高匯率，以欺騙同胞;此外祭司也可
能與他們掛勾，刁難百姓的祭物，它們没有瑕疵，也
故意認定有瑕疵，使百姓被迫購買檢驗合格的牲畜，
這樣的手法如同欺騙。原本的設計，是為方便敬拜上
帝，並合乎信仰上的需求，如今卻變質，難怪耶穌會
用如此激烈的方式，破壞聖殿中不合上帝心意的事，
在他們敬虔的外表中，內心卻充滿貪婪，難怪耶穌說
聖殿成了賊窩。
耶穌的責備有二方面，一是引自以賽亞書，祂的
殿必成為萬民禱告的殿(賽五十六7)，即上帝的平安，
不單歸於猶太人，也要賜給外邦人(賽五十七19)，違
背了父神的心意，使得外邦人猶太教信徒無法敬拜
上帝;另外耶利米書七4~11: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
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
的殿！』 … 「看哪，你們倚靠虛謊無益的話。你們
偷盜，殺害，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並隨從素
不認識的別神，且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
敬拜；又說：『我們可以自由了。』你們這樣的舉動
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嗎？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
眼中豈可看為賊窩嗎？我都看見了。這是耶和華說
的。」
這裏看到猶太官長行惡後，依然至聖殿敬拜，聖
殿成為他們遮掩罪惡的場所，但他們的一舉一動，上
帝看的清清楚楚，接著上帝就向祂的百姓和耶路撒冷
發出審判的信息，使他們無法再依靠聖殿，如同無花
果樹上没有果子，根也必定枯乾。
同樣，耶穌在此藉詛咒無花果樹，來比喻對聖殿
的審判。對猶太領袖的貪婪、虛偽、不潔不義，發出
警告，指責他們污穢聖殿、抗議他們把聖殿當成剝削
的場所，在檢查獻祭的物品時，故意挑剔、吹毛求
疵，將好的說成不好的。耶穌所批判的，是聖殿的當
權者，也就是賊，藉聖殿當成謀利的地方，甚至洗白
他們的惡行，因著這群賊的聚集，聖殿成為賊窩，以
下是神學省思:
一、拆毀虛偽
耶穌拆穿虛假的敬虔，讓賊窩現形於世。宗教領
袖對上帝的道應不陌生，他們熟讀聖經、禁食、十一
奉獻，但為什麼變成賊窩?外在的敬虔行為，好比聚
會、敬拜、讀經、奉獻、講道、教導、佈道等等，這
些美事是否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當然，並非否定這
些敬虔行為，但耶穌所看教導的應更受重視，好比憐
恤、公義、信實、虛心、溫柔、饒恕、和睦、忍耐
、為義受逼迫等，現今弟兄姊妹，在這個速求功名，
利慾熏心的世代，是否應在主前省察思索呢?

或許有人認為，說一點小謊，無傷大雅，但謊
說多了，不知不覺就會說大謊，一個謊言必需用更
多的謊言來圓謊，而當事實遭受扭曲，也就没有公
義了。人們的謊言往往為了保護自己，避免受到攻
擊，或成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華人傳統儒家思想比
較看重地位的尊卑、家族倫常的次序，對誠信的要
求很低，頂多擺在「倫理道德」的層級，但耶穌說: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是多說，就
是出於那惡者。耶穌對誠信的看法，並非倫理道德
層面，而是關乎真理、信仰與生命，是上帝與撒旦
的天淵之遙，謊言會破壞我們與上帝的真實關係，
因此耶穌要拆毀宗教領袖假冒為善的虛偽行徑。
二、成為禱告的殿
耶穌以無花果樹作比喻，宣告聖殿將面臨審
判，他來耶路撒冷並非帶萬民回歸聖殿，相反地，
是帶來審判，並使門徒，即信仰群體取代聖殿原有
的功能。不再局限於某個地點或位置，且耶穌是最
完美的祭物，他一次為我們的罪，當成贖罪祭物，
就永遠為我們成就贖罪的事。耶穌曾對非猶太人的
撒馬利亞婦人說: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
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靈和真理拜他;保羅
曾告訴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你們就是神的殿，神
的靈住在你你裏頭(林前三16)。
換言之，耶穌來了之後，將以新的代替舊的，
人不再需要藉祭司的代求和實體的祭物敬拜神，而
是以靈和真理敬拜神。即神的兒女，不論任何種
族、地點、年紀、姓別，只要是憑信心禱告，就必
蒙上帝垂聽。而未蒙應允，可能有幾個情況，可能
是我們妄求，以自我為中心祈求或者動機不良、或
没有信心、不明白神的心意，另外就是罪的攔阻。
禱告與饒恕二者也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的身體
就是神的殿，禱告若要成就，就不能忘記饒恕他人
的重要性，主禱文說免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
債…。若不先饒恕別人的過犯，那麼天上的父也不
會饒恕我們的過犯，而這成為上帝不聽我們禱告的
最大障礙，我們若和人關係破裂，耶穌的教導是要
先和他恢復關係後，再來敬拜上帝。
結語:
這次的新冠疫情的發生，雖影響實體教會崇拜
聚會，但我們仍能敬拜上帝。求主幫助我們，耶穌
當時對宗教領袖的提醒，也是對我們今日的提醒，
撒旦是謊言、虛假之父，我們對此應有深刻的認
識，讓謊言、虛假不再停留在道德倫理的層面，而
是破壞我們與上帝關係的惡魔。求主光照，讓我們
從上帝裏領受恩典與真理，以致能來到主的面前，
傾心吐意，為個人的生命能結出果子，為我們的家
人、失喪的靈魂代求，讓我們成為禱告的殿。
題目思考:
1.這次的主日信息，印象最深刻的部份為何?請分享。
2.謊言在華人文化與基督教信仰各有不同的層次，此
差別對你而言有什麼體會?
3.聖經看重禱告和饒恕的關係，你如何看待這二者的
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