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 美國調查自認無信仰者達人口十分之
三，韓國教會也有青年出走潮，求主保守堅
固全球教會牧養。

台灣:面對公投結果，求主保守台灣人民及政
府有彼此尊重的心。也求主在外交政策上賜
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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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聖誕主日，請為所有服事團隊，同工合
心配搭代禱，懇求主同在、眾人的心也歸向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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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記念慈恩堂明年重新成為獨立堂會，盼望
眾弟兄姊妹更多獻上感謝祭來榮耀神，將安
排感恩餐會以及感恩見證會等，請為時間的
安排得宜，有踴躍的參與禱告。

～報告事項～
1、 建堂委員會議 主日後聚集，時間：12點，地
點：新家人關懷室，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2、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12:30於副堂請同工留
意時間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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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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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慈惠奉獻 12/19、26為慈惠奉獻主日，請預備
心奉獻，將用於經濟上有需要的肢體。
6、 元旦公休 教會1/1(六)公休一日，1/2日正常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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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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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9 ( 日 ) 2021 . 12 . 26 ( 日 )
鄭信弘 教師
林慶豐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三團
敬拜一團
傅世瑩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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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吉甲 謝福餘
林姿涼 常文瑾
潘怡靜 林羿萱
林恆毅 陳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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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6（一）～12. 12(日)
--1,100元 收入
179,600元
11筆 16,300元 支出
52,498元
23筆 115,600元 主日代轉:
3筆 13,000元 A弟兄    ＄2,000元
----3筆 23,000元
6筆
7,600元
1筆
1,000元
2筆
2,000元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小組(含線上)

2021. 12. 12(日)
39+2人 收入
34人 支出

49,857元
58,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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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藍/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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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5：52；帖前4：16～17；
林前15：55～58；可13：32～33；
太24：12～13；彼前4：7～8

四、證道……………………傅世瑩教師
為什麼只剩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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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百姓快樂拍手】

神的百姓 快樂拍手 揚聲讚美 向神來歡呼
神的百姓 快樂拍手 揚聲讚美 向神來歡呼
因神本為大 當受極大讚美
在我們神的城中 在祂聖山當受大讚美

【新耶路撒冷】
期待那一天 親眼見祢面
永遠不分離 在新耶路撒冷
城內有一道 生命水的河
黃金的街道 有神榮耀光照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親自與我們同在
我們作祂子民 與祂同住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擦去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傷悲 因一切都更新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沒有哭號疼痛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這是我渴慕  這是我等待
永永遠遠 與祢同作王

【求你充滿我】
我全心敬拜你我主 我全心敬拜你耶穌
我願能看見聖靈運行 奇妙恩賜因你愛降臨
我全心敬拜你我主 我全心敬拜你耶穌
我願感受你榮耀同在 毫無保留的愛
求主聖靈大能降臨 改變我
我願全心為你而活
求主聖靈大能降臨 更新我
我願一生為你而活
求你充滿我
我全心渴慕 你大能運行
主我高舉雙手全心呼求你

叁 本週話語教材
面對質疑和試探                    ⊙陳貞蓉 教師
經文：馬可福音十一章27-33節;十二章13-34節
一、耶穌面對質疑和試探
耶穌在世服事的道路上其實並不順利，在他身邊
總是有一些反對他、攻擊他的人，而且許多不乏是有
地位勢力的人，今天所讀的經文，祭司長、文士和長
老來到聖殿裡公開質疑耶穌的身份和權柄來源，後來
這些人又找了法利賽人、希律黨的人來試探耶穌，之
後換撒都該人上場試探耶穌。
最後文士上場試探耶穌，這只是耶穌服事期間所
遭遇的一小部份，如果大家仔細讀耶穌的生平，耶穌
在服事前就先面對撒旦的試探，之後不斷要遭受這些
反對者的質疑和試探，甚至還有從門徒來的質疑，如
果和耶穌相比，會不會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雖然
我們也不時會遭受到質疑和試探。我們有時的確會出
些差錯，還有自己的軟弱和罪，有些人的質疑和試探
也的確搓中了我們的問題，但原來連完美的耶穌，他
在這世上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好事，但卻仍然被質
疑，還遇到許多人的試探，我們遭遇到質疑試探會有
的感受耶穌都懂，這也讓我們知道因為祂經歷過這一
切，所以祂也能幫助我們面對這一切，勝過這一切。
二、質疑和試探的正面意義
質疑是牽涉到真理或事實和信任的問題；而試探
是牽涉到個人的認知和反應，試探就像是考試，對方
拋出一個問題或狀況，看看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在
新約聖經裡很多時候試探和試煉是同一個希臘字，簡
單來說就是看出題者的動機，如果是要為我們的益處
而考驗我們，那這是試煉，但若是要從我們的反應來
找到我們的破碇來攻擊我們、毀掉我們，那就是試
探。所以聖經裡說神不會試探人，但又多處提到神試
煉人，這本身是不矛盾的，因為神對人的一切考驗，
都是為著人的益處，目的是要使人成長。就如同神試
驗亞伯拉罕，讓亞伯拉罕的信心得到建立，以致成為
信心之父；神試煉約瑟，讓約瑟在患難中經歷神同
在，能力也被培育起來可以成為埃及的宰相。
今天這兩段經文，祭司長、文士和長老來到聖殿
裡公開質疑耶穌的權柄來源，他們對耶穌權柄是從哪
來的事實有疑問，也對耶穌有不信任的問題，而後面
12章則是三批不同的人輪番上陣來試探耶穌，他們從
社會現實面、神學面和宗教道德三方面對耶穌發出問
題，要從耶穌的回應找出漏洞來攻擊陷害耶穌。質疑
和試探本身看起來好像都是負面的事件，我相信所有
人都不喜歡被質疑和試探，但當我們把這些事件交在
神手中，事實上它可以顯示我們的一些狀況。
1.質疑和試探顯出我們的生命光景
當我們被質疑的時候，會有兩種可能，一種就是
我們沒有錯，對方的質疑與事實不符，但這時如果我
們本身的自我形象不是很好，不夠健康的時候，我們
可能也會懷疑起自己，或是對方所質疑的事情，另一
種情況如果對方所質疑的事是有根據，的確是我們有

做錯的事，那我們的情緒反應也會反應出我們的生命
光景，我們會不會見笑當生氣，可以勇敢的和對方說
明甚至承認錯誤嗎？還是會迴避、閃躲問題？這些都
會顯出我們的生命光景。而當我們被試探也是一樣，
從我們的反應就可以顯明我們當時的狀況。
2. 質疑和試探顯出我們對神話語的認識
3. 質疑和試探顯出我們對神大能的經歷
再來，質疑和試探可以顯出我們對神話語的認
識，以及我們對神大能的經歷，當撒都該人來到耶穌
跟前質疑復活的真實時，耶穌回答說：「你們所以錯
了，豈不是因為不明白聖經，不曉得神的大能嗎？」
撒都該人因著不明白聖經，不曉得神的大能而去試探
耶穌，但同樣的當我們面對質疑和試探時，我們對神
話語的認識，及對神大能的經歷，也會影響我們的反
應。就如同耶穌針對復活的事和撒都該人的回應，他
對神的話語以及神的大能非常了解，所以他可以完美
的回應復活的議題。例：面對奉獻的試探質疑。
如果我們不時常讀神的話語，那麼世界的話、屬
世的價值觀就會不斷滲透進入我們的價值體系裡，當
神的話淹沒在這些資訊裡，我們遭遇到質疑、試探的
時候，就沒有辦法能夠有屬神的反應，我們的反應就
會顯明我們對神話語認識的粗淺以及對神沒有經歷的
事實。讀經就是讓我們吃進神的話，為什麼要速讀聖
經、研讀聖經、甚至背經，就是要讓神的話更多的進
到我們的生命裡，內化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份，價值
體系的一部份；而禱告就是我們與神的溝通，我們在
禱告中經歷神是聽禱告的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例：某教牧蒙召的過程。
當我們面對質疑和試探，如果我們裡頭滿有神的
道，以及對神大能的經歷，那麼我們的反應就會很不
一樣，當我們自己禱告尋求神時，我們也會有屬於我
們的經歷，我們讀經神也會讓我們有個別的一些亮光
和體會，這些經歷都會幫助我們當面對質疑和試探
時，我們裡頭可以有神的話和神的靈的引導，而可以
做出與世人不同的反應。
三、如何面對質疑和試探
1. 安置好自己的情緒/情感
耶穌面對這一切的質疑和試探，我們可以發現耶
穌沒有被激怒，他平和的回應對方，甚至丟出問題把
球丟還給對方，這個很重要，當我們面對質疑和試探
時，我們一定要先注意自己的情緒有沒有被挑動，一
旦情緒被挑動我們就容易會衝動反應，容易做出錯誤
的行為。其實真的不容易，但如果我們能夠覺察自己
的情緒，當感受到有人在質疑或試探我們時，刻意的
注意自己的情緒有沒有被挑動，如果有趕快讓自己可
以先冷靜，可能深呼吸或是先暫時離開現場，內心和
上帝禱告求主幫助，讓我們的情緒可以平靜，可以有
智慧來回應所面對的挑戰。
2. 保守自己站在真理的一方
再來，因為質疑是牽涉到真理和信任，我們無法
左右別人對我們的信任感，但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本
身就是超越時空的定律，所以當我們遭受質疑時，我
們要省察，我們是否站在真理的一方，被試探也是，

試探是牽涉到我們的認知和反應。
當法利賽人他們來試探耶穌，要不要納稅，他
們要耶穌選邊站，但耶穌讓他們知道，羅馬國或猶
太國，這都是地上的國，世上的物質就歸世上的國
度，而屬天的財寶就歸神國。撒都該人來試探耶
穌，關於復活的真實，耶穌讓他們知道，上帝是活
人的上帝，而復活的人沒有婚嫁，每個人都是神的
兒女；最後文士試探耶穌，耶穌對神的道早就融會
貫通，他把十誡歸納成盡心愛神，愛人如己兩個重
點，讓文士也無話可說只能連連點頭。
當我們是站在真理的那一方，我們就不用害
怕，我們看到這些人並沒有因為耶穌智慧的回答而
相信耶穌，仍然反對耶穌，但最終耶穌仍然復活得
勝，甚至到如今仍然活著，對我們基督徒而言，但
求無愧神心，豈能盡如人意。
3. 將目光焦點放在神身上：從天父得肯定
我們可以看到耶穌的目光焦點一直都在神國、
在神身上，這是我們面對質疑和試探的祕訣，當別
人質疑試探我們的時候，你要知道神是我們的靠山
和避難所(羅8:33-34)，就算世人否定我們，但我們
來到天父面前，神肯定我們，就算對方的質疑是對
的，我們真的有做錯，但因著我們在基督裡，我們
明白我們是做錯事，但我不是一個錯誤。
我們明白這個真理，當我們被質疑而我們的確
有做錯時，我們就有能力謙卑的承認錯誤，我們在
試探中偶然跌倒我們也不會因此一蹶不振，因為我
們不會把我做錯事＝我不好，而若是我們被質疑的
事我們在神面前過的去，我們就不需要被別人質
疑的眼光所挾制，而活在自我控告或是失落裡，因
為天父的肯定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才有永恆的
價值。耶穌在服事之餘，很常一個人退去禱告，我
相信他在那段與神同在的時光裡，他領受天父的肯
定，天父的肯定幫助他可以再一次得到力量，可以
繼續在世上艱難的服事，面對許多人的質疑和試
探。耶穌道成肉身的生命實在是我們的榜樣和目
標，耶穌也應許我們，祂永遠與我們同在，並且在
天父旁邊為我們代禱。例：馬丁路德的故事。
現在的世界愈來愈邪惡敗壞，從聖經來看現在
已經是末世之末，耶穌再來的日子近了，但耶穌有
提醒我們，在這個世代，是非黑白會愈來愈顛倒，
人的愛心會日漸冷淡，我們基督徒也會遭遇患難甚
至逼迫，質疑和試探更是不會少。我們求神幫助我
們，讓我們對神的話、神的大能有更多的認識和經
歷，也靠著主把眼光焦點放在神身上，耶穌有應許
我們在那樣的時刻祂會賜口才給我們，讓我們以平
和的態度，有智慧的回應，讓別人的質疑和試探不
成為使我們軟弱跌倒的絆腳石，反而成為我們為主
作見證，榮耀神的好機會。
題目思考:
1.針對質疑試探的正面意義，你有什麼體會?
2.你有被質疑或試探的經驗嗎？當時你如何回應?透過
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提醒或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