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哈薩克斯坦鎮壓反政府示威，多人受傷
死亡。事件反映民眾對國家現況的反彈。求
主顧念當地人民，施行改變的大能在當地。

台灣:Omicron變種病毒全球擴散，求主保守台
灣政府在邊境防疫及醫療體制上能制定好的
政策應對，並祝福醫護人員的身心靈。

教會
1、 新年來到，求主施恩，讓我們立定心志仰望
主恩跟隨主的腳踪，成為主合所用的器皿，
生命討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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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將舉行期末考試，求主賜身心靈興旺，
能勝過學業、功課及考試的壓力；張洞庭弟
兄髖關節開刀，邱皇銘弟兄的父親邱忠男膝
關節開刀，求主保守康復順利且無後遺症。

～報告事項～
1、 長執會議 本主日後副堂集合，請同工預留時
間出席。
2、 救恩協會理監事會議 本主日後協談室集合，
請同工預留時間出席。
3、 長青講座 1/12(三)上午10:00~11:00，主題：
銀髮族口腔保健。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4、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1/16(日)中午12:30，
地點: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5、 新春過年 1/29(六)~2/5(六)教會暫停，1/30主
日仍正常舉行聚會。

伍 陳貞蓉教師代禱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新年快樂！最近對「時光飛逝」很有感受，感覺
時間真的是過得很快，一下子一年又過去了，去年是
很多狀況的一年，新冠肺炎帶來三級警戒，大家的生
活一夕之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感謝主也讓我們經
歷到許多主的恩典和保守；聖誕節園遊會當天雖然天
氣陰陰有下點小雨，但很感恩後來天氣放晴，看到許
多人共同的努力，也看到新朋友以及一些熟悉的老面
孔，實在是很感恩，前兩天主日下午邀請社團同學來
教會烤肉，雖然最後只有兩個學生前來，但加上我們
一些國高的孩子以及弟兄姐妹，讓來烤肉的新朋友感
受到教會的溫馨，願主也持續動工帶領這些學生來到
祂的面前。
今年我給自己的期許是「開拓年」，期待能在三
芝有美好的開拓，農曆年後將開始週六在三芝行軍禱
告，尋求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開拓工作；也期待
我們家庭每個人的身量能夠有所拓展；這個月也要預
備教友大會的資料，1/30除夕前一天要在教會證道，
求主也賜下祂的話語；最近聽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分
享，感受到上帝的工作在我們中間，聖靈動工讓一些
人的生命開始變化，有能力做出和之前不一樣的舉
動，比方真誠的為自己的錯誤和家人道歉，開始看到
自己的問題，不是都把問題歸究與別人等等，求主聖
靈更大的工作臨到我們中間，讓教會能彰顯神的榮耀
作為。
農曆年即將到來，求主在每個家庭裡賜下和睦的
好氣氛，也讓我們每個基督徒有能力在回家團圓時有
智慧，有好機會和未信主的家人傳福音，面對傳統祭
祖儀式，也能有智慧的面對因應；我們自上個月為旭
志父親申請了長照的服務，現在週間每天會有人來陪
伴他一個小時，希望可以對他有些幫助；看到年長的
長輩有些人身體也開始有些退化和狀況，也求主憐憫
醫治，並且求主動工讓家人們能一個個歸主，能夠有
全家歸主、全家服事的恩典。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為教會新年度計劃能合神心意、有神大能同在禱
告，求主掌權讓教友大會能有美好的傳遞，弟兄姐妹
能同心建造，教會在質和量上都能有成長突破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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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能有好機會分享福音。
3.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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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旭志父親的狀況可以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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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他憐
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路1：49-50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聚會名稱 / 時間
地點
人數
主日/聖餐
正堂
127人/123人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6人/9人
聚會 / 時間/ 地點
教會禱告會/每月二、四週 20:30~21:30/線上
成一小組/週三 10:00~11:30/副堂
              19:30~21:00/副堂＆協談室＆教室
         週四 19:30~21:00/副堂＆教室
         週六 10:00~11:30/副堂
         週日  8:30~ 9:30/協談室
成二小組/週五 19:30~21:30/副堂
         週日 13:30~15:00/教室＆3樓玻璃屋
媽媽小組/週二 11:00~14:30/地下室     
國高小組/週日 13:00~14:30/協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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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1 . 9( 日 )
潘振宇 弟兄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一團
陳志宏 牧師
黃俊元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曾頎峰 弟兄
鄧如山 林瑞瑩
潘怡靜 邱予晴
傅之穎 姊妹

2022 . 1 . 16 ( 日 )
黃俊元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敬拜二團
楊明賢 教師
劉世煌 弟兄
顏士閔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鄧如山 林瑞瑩
陳乙瑄 朱宜珩
陳吉甲 弟兄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1. 12. 27（一）～2022.1. 2(日)
自由奉獻 --1,400元 收入
243,950元
主日奉獻 13筆 20,400元 支出
259,693元
十一奉獻 33筆 160,35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4筆 23,000元 A弟兄     ＄2,000元
特別奉獻 ----- B姊妹     ＄2,000元
建堂奉獻 4筆
4,500元 C姊妹     ＄3,000元
宣教奉獻 9筆 28,300元 D弟兄     ＄1,000元
E姊妹     ＄1,000元
慈惠奉獻 3筆
3,000元
F姊妹     ＄1,000元
鮮花奉獻 1筆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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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9日顯現後第一主日（白）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鄭信弘教師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鄭信弘教師
經文：馬可福音第十四章1-11節

四、證道……………………陳志宏牧師
愛的浪費
五、奉獻……………………鄭信弘教師
六、報告……………………鄭信弘教師
七、祝福……………………陳志宏牧師

貳 敬拜詩歌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生命活水充滿我】
在祢寶座前 是我藏身處
祢必以得救的樂歌 四面來環繞我
主祢是生命的源頭 主祢是永恆的真光
在祢聖潔的 光中 我得自由 必見光
充滿我 潔淨我
在祢寶座前 有生命水湧流
更新醫治我

【醫治的愛】
在泥濘深谷中 祢領我走出來
我跌跌又撞撞 是祢扶我站起來
我滿身是傷痕 祢將我抱起來
我在祢的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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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本週話語教材
警醒祈禱 等候主來                ⊙鄭信弘 教師
經文：馬可福音13章
今天的經文，延續著耶穌對門徒的教導，主耶穌
對門徒的教導不單有思想，也以行動帶領門徒，當門
徒好像劉佬佬進大觀園說：「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
宇」，耶穌馬上澆一盆冷水，說：「將來這聖殿，
絕不會有塊石頭， 留在另外一顆石頭上而不被拆毀
的。」這預言與對無花果樹的審判很像，此刻仍見門
徒所留戀的，仍是聖殿外表的榮耀，似乎忘記耶穌三
番兩次對他們說，自己要被捉，被釘十架與受死。
當時的以色列人民有個看法，即耶路撒冷被摧
毀，即表示上帝已放棄他們，這如同世界末日來臨一
樣。當門徒現在聽到耶穌所說的，對他們而言，是多
麼嚴重的事啊！門徒緊接問兩個問題：一.什麼時候
發生？二有甚麼預兆？
當時的門徒對聖殿的關注與發生的預兆，就如同
我們今日很想知道末世的時間或及耶穌再來時的徵
兆？其實舊約聖經有不少經文都提到此事一定會來
到，那日子來到就是主的審判與拯救，只是正確的時
間， 並非我們能夠曉得，因此我們若把焦點放在建
築物的外貌，甚至是聚會人數、奉獻的增加，而不重
視信徒生命的聖潔敬虔，對上帝話語的追求與生命的
更新，圍契生活肢體的相愛與合一，那就就失去基督
徒生命的重要見證與意義了。以下我們分二點來看:
一、災難的起頭(5~23)
耶穌先回答門徒第二個問題，祂警告門徒不要被
迷惑，在等候耶穌第二次來，接受審判前，會有許多
事發生，好比迷惑人的事、災難、戰爭、甚至受到逼
迫，被神蹟迷惑等，而這些是災難的起頭。雖是如
此，我們不必懷疑，懼怕，因為洪水氾濫之時，耶和
華仍作者為王，但我們也要在等侯中分辨和警醒，不
要受假基督迷惑而陷入恐懼之中。
經文提及的大災難，是指聖殿在主後70年被毀壞
的時候，依史學家約瑟夫所寫的「猶太人戰爭史」，
提多將軍圍城的策略，造成城內共計 110萬人因飢餓
或搶劫食物而死，那是從「創世以來未曾有過的」
大災難。因人的罪，歷世歷代都有發生這樣的人間悲
劇，二次世界大戰約有八千多萬人死亡，受傷殘疾者
更是不盡其數，因此耶穌提醒我們，放棄身邊看為
重要的束西，因為東西越多，逃難的機會越少(若末
世則根本不用逃)，祈求這種災難的事不要發生在冬
天，懷孕和哺育嬰兒的婦女也更加痛苦，以下是災難
的起頭:
1.迷惑:這並非指詐騙集團、騙財騙色的人，也不是宋
七力等異教的欺騙，而是指被教會裏的人迷惑，特別
是被那些懂聖經的人迷惑，也就打基督的名號的人，
好比基督教界曾預言上帝要藉由中國武力審判台灣，
並呼籲基督徒移民到上帝啟示牛奶與蜜之地的貝里
斯，之後又有牧者說看到異象，表示審判日在 1995
年的上半年，結果有一名記者鄭良平， 知道基督教
內部的預言後，就出版了生平第一本書：「一九九五

閏八月」，書的架構和當時流傳的預言相似，結果
大賣 30 萬本，也有許多人移民貝里斯;還有全能神教
會，也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引用聖經的話，否定神的
三位一體，又認為耶穌的救贖有欠缺，未能將人的罪
性除去，只有他們的女基督有此大能，可見分辨異端
是重要的。
2.戰爭天災: 舊約聖經常指出戰爭，表示上帝的懲
罰，所以耶穌並不認為戰爭就是末世，是人類歷史
的終結，且地震、饑荒等自然災難，也都在上帝的
掌權之下。第七節：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
還没有到。可見上帝用此對人提出警告，不論是戰
爭、地震，或是饑荒，這些都會帶來生命的苦難，
但不是世界的末了。耶穌告訴門徒不要因為這些現
象而被人利用、欺騙。
3.為主受逼迫: 初代教會的基督徒，受到迫害的事
處處可見。使徒行傳記看到門徒彼得被關、司提反
被殺、雅各也被處死，之後保羅為傳福音被逼迫，
這都是為了耶穌基督，為了福音，而不是為個人名
利。耶穌強調的是「為了我」、「為福音作證」，
可見為主的緣故一定會付代價，但同時福音也就傳
開了。以此耶穌提醍門徒，不用擔心在審判者面前
講話，聖靈會教導我們如何說。
日前中國的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聯手限制民間
的宗教活動，當地家庭教會被告知因防疫而不准各
在聖誕節聚會，他們恐懼因人認識神，就不會再相
信黨的領袖。政府打壓所有宗教，特別是基督教，
因共產黨最害怕教會的組織與人民的聚集。
4.神蹟: 在舊約時代，這種現象也一再出現，摩西
就曾特別提醍以色列人民，要注意這樣的事，以免
陷入迷惑。申命記十三1~4：「如果你們中間有所
謂先知或解夢的人，以神蹟奇事誘騙你們去拜從來
沒有拜過的神明，即使他所顯的神蹟奇事實現了，
你們也不要理他；因為你們的上帝用他 來考驗你
們，要知道你們是否一心一意愛他。你們要跟隨上
帝，敬畏他：你們要聽從他，遵行他的誡命；你們
要事奉他，對他忠心。」;「弟兄姊妹們，關於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以及他要聚集我們跟他相會
的事，我要求你們，不要輕易被『主再來的日子到
了』這種說法所困惑，所煩擾。也許有人說這說法
是我們傳講信息或傳道時說的，或甚至有人說是我
們在信上這樣寫著的。不要讓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欺
騙你們。」（帖後二：1—3a)
我們要了解真正的神蹟，並非彰顯某人很有聖
靈恩賜，而是用來彰顯上帝的大能，使人相信上帝
的救恩。況且信仰的中心，並不只停留在看醫病、
趕鬼，誤認那才是信仰的本質;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蹟
上面，而是建立在上帝的話語上，這點認識必須清
楚。因若如果沒有上帝的語作基礎，就很容易陷入
迷惑，甚至錯誤的信仰認知。
況且醫病和趕鬼並非基督教特有的，其他宗教
也有醫病和趕鬼的神蹟，它們的宗教師也有這種能
力，這點在台灣民間宗教就經常看到。因此，以上
帝的話語來更新我們的生命與上帝的關係，這才信
仰的本質。所以耶穌說:「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只有實行我天父旨意的
才能進去。在末日來臨的時候，許多人要對我說：
『主啊，主啊，我們曾奉你的名傳上帝的信息，也
曾奉你的名趕許多鬼，行許多奇蹟。』那時候，我
要公然地告訴他們：『我從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  
作惡的，走開吧 ！』」（太七21~23 )
二、警醒禱告(24~37)
經文講到天象的變化，這部份在舊約的先知書
中也有提到，其中啓示錄所提到的天體災害更多，
珥二31~32:「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
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時候，
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
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
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經文也提到人子榮耀的降臨，很明顯這指將來
的事，人子降臨即指耶穌第二次再來，祂要差遺天
使，把祂的選民從四方地極，都招聚過來。這讓我
們看見，苦難後將有神的榮耀顯現，所以苦難並非
事情的結局，而是必需經過的過程，也看到苦難考
驗、試煉著神與人的關係，通過考驗，就能得著那
榮耀的位份。
在經文中，講了三 次「要警醒」（ 33、35、
37）。耶穌並沒有說甚麼時間會來，只一再強調要
警醒或要當心。值得注意的是32節甚至強調「沒有
人知道」在甚麼時間會發生終末審判，甚至天使、
兒子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何況即便是毀滅，
也是上帝計畫的一部份，以人有限的知識了解無限
的上帝，實在高舉人的地位與不自量力了！
耶穌告訴我們警醒是提醍自己最好的方式，就
如一個主人要外出遠行，然後交代他的僕人必須把
家裡門戶看守妥當。僕人不能要求主人一定要在甚
麼時候回來，僕人的工作，就是嚴謹地照主人交代
的事，把事情做好。至於主人在何時回來，主人自
己會決定，他也許會提早，也可能延遲。回來的時
間可能是傍晚、半夜、天亮前、日出後，任何時間
都是主人可能回來的時刻。若僕人失去警醒的心，
等同怠忽職守，這樣的僕人一定會受到主人嚴厲的
懲罰。所以，門徒在這段艱難等待的日子，最重要
是分辨彌賽亞的真假，以及以謹醒、禱告的心，忍
受逼迫和災難，求主加添我們信心與力量 。
結論：
按著我們今天所能領會的，有的事情知道，有的
事並不明白，願主將話語裏面所隱藏的奧祕，按著
主的心意顯明，使我們能遵行;若有不夠明朗的，
也求主幫助我們,在各樣的環境中時刻警醒禱告，
帶領我們在這剩餘的日子，擁有上帝所賜的盼望，
能敬虔度日，使我們的生命，可以討主的喜悅。
題目思考:
1.在信仰的道路上,你曾有受人迷惑的經驗嗎?請分享
，又如何勝過?有何學習或得到什麼教訓?
2.人如何避免不受迷惑?你又如何看待聖經的教導?
3.耶穌經歷苦難後得著榮耀，你如何看待這樣的過程
，你是否有類似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