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美俄關於烏克蘭危機的會談前景堪憂;中
印兩國在外交及軍事進行溝通協調，求主掌
權，賜各國領導人智慧與和平。

台灣:COVID-19確診案例暴增，求主舒緩醫護
人員的壓力，並賜下溫柔忍耐的心給病患和
醫護人員雙方。

教會
1、求主施恩，使我們恢復與神、與人和好的關
係，在即將來到新的一年，生命能再次更新
變化，成為主的器皿，為主所用，討主喜
悅。
2、為未得救的家人禱告，特別舊曆年家族聚會,
可以向家人分享並數算主恩，藉此見證主名
並傳揚基督的救恩與福音大能，同時為有病
痛的家人代禱。
3、學生即將舉行期末考試，求主賜智慧，並保守
他們有平靜安穩的心，可正常發揮，寒假期
間也能善用時間，有好的規劃與運用。
4、陳志宏牧師的父親陳慶貴弟兄日前回天家，
1/25（二）下午2點於救恩堂舉辦追思禮拜，
求主安慰親族的心，保守籌備過程順利。

～報告事項～
1、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後12:30副堂聚
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2、 國高同工總聚 本主日中午12:00，地點:會客
室，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看電影看世界 1/28(五)晚上7：30，教會將播
放電影，盼藉電影了解世界上的各族各民。歡
迎弟兄姐妹熱烈參與，並邀新朋友參加。
4、 書法寫春聯 1/23(日)下午1點~3點，邀請周惠
玲老師教寫春聯，歡迎親子一同參加，報名材
料費100元，需自備毛筆等文房四寶(如需代買
約500元，多退少補)，1/19報名截止，若要報
名或有相關問題請洽陳貞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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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
主日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聚會 / 時間/ 地點

地點
正堂
B1/會議室

人數
113人
5人/6人

教會禱告會 （1月11、25日）20:30~21:30
線上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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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日 ) 2022 . 1 . 23 ( 日 )
黃俊元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敬拜二團
敬拜三團
楊明賢 教師
廖元威 牧師
劉世煌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顏士閔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鄭惠蓁 姊妹
李佾靜 姊妹
鄧如山 林瑞瑩
陳渫聰 李傳婕
陳乙瑄 朱宜珩
梁柏榮 顏士閔
陳吉甲、羅靖蕙
楊蓉青 姊妹
黃振瑩、傅之穎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1. 3（一）～2022. 1. 9 (日)
自由奉獻 1筆
1,500元 收入
130,510元
主日奉獻 9筆 16,900元 支出
234,612元
十一奉獻 16筆 91,61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2筆
3,000元 A弟兄     ＄2,000元
特別奉獻 2筆
2,000元 B弟兄     ＄7,000元
建堂奉獻 2筆
3,000元
宣教奉獻 5筆
2,500元
慈惠奉獻 2筆
4,000元
鮮花奉獻 5筆
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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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顯現後第二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邱皇銘執事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邱皇銘執事
經文：撒下 24:1-4 ,10-25

四、證道……………………楊明賢教師
福音導向人生：領受與宣揚
五、奉獻……………………邱皇銘執事
六、報告……………………邱皇銘執事
七、祝福……………………楊明賢教師

貳 敬拜詩歌

【眾城門抬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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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倚靠的力量 你是我尋求的寶藏
你是我的一切
你好比貴重的珍寶 我怎能放棄你不要
你是我的一切
擔當我罪債和羞辱 死裡復活我蒙救贖
你是我的一切
當我跌倒你扶持我 當我乾渴你充滿我
你是我的一切
副歌：耶穌 神羔羊 配得大讚美
      耶穌 神羔羊 配得大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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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浪費                          ⊙陳志宏 牧師
經文：可十四1-11
可十四1-11這段經文是一段三明治架構的記載，
三明治架構的記載是馬可福音中經常使用的文學筆
法，為了強調中間那段經文的記載與上下兩段經文的
對比。十四1-2記載猶太宗教領袖圖謀要殺害耶穌，
十四l0-11記載耶穌的門徒猶大籌畫好出賣耶穌的行
動，而中間的十四3-9這段經文記載了一個不知名的
女人付出極大的代價來尊榮耶穌！接下來就讓我們好
好地品嘗這一段三明治經文。
當時的場景是：再過兩天就是逾越節和除酵節。
在逾越節期間，耶路撒冷是平時人數的三倍。此時猶
太人的國家主義意識會格外高漲，只要有人稍微的煽
動都可能觸發暴亂，因此羅馬官府和猶太宗教領袖在
這個時候都特別小心謹慎。祭司長和文士合謀要除掉
耶穌，但是對於何時下手採取行動卻有他們的考慮，
在逾越節期間動手過於冒險，但祭司長和文士最後還
是在逾越節期間採取行動捉拿耶穌，也沒有出現他們
原本擔心的問題，這是猶大的功勞，因為猶大提供了
一個機會，讓他們成功地避免了群眾暴動。
猶大是主耶穌親自揀選的十二門徒中的一位，馬
可沒有明確指出猶大出賣主耶穌的動機為何，這是有
重要的含意，倘若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大，沒有甚
麼明顯的理由也會出賣主耶穌，那麼，我們每一個耶
穌基督的門徒都有可能成為另一個猶大。我們每一個
人都有可能墮入陷阱，我們同樣可能會因為生命中各
樣誘惑人的試探而背叛耶穌。事實上，猶太的宗教領
袖和主耶穌十二門徒之中的猶大，原本都應該是最認
識上帝、親近上帝，被上帝重用的僕人，這真是讓人
何等憂傷、難過、痛心阿！我們還有什麼可盼望的
嗎？有！三明治經文的中間那段經文帶給我們極大的
安慰與盼望，因為在充滿敵對與背叛的氛圍中，還是
有人帶著友善、溫暖的態度採取行動來尊榮主耶穌。
可十四3-5轉換到另一個場景，地點在伯大尼，
離耶路撒冷只有六里路，在逾越節期間，當人們在耶
路撒冷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會住到伯大尼與伯法其。
耶穌來耶路撒冷經常住在伯大尼，在逾越節的前兩
天，他被邀請到西門家裡吃飯，有一個沒有記載名字
的女人在這個筵席中所做的一個驚人的舉動。她打破
了一個盛載了純哪噠香膏的貴重玉瓶，把整瓶極貴重
的香膏全部一次倒在耶穌的頭上。這個玉瓶裡面裝的
是哪噠香膏，它的價值非常高，經文說價值三十多兩
銀子，差不多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年的工資。
在古代的筵席上，用香膏塗抹客人十分常見的行
為，這是款待客人一種基本的禮節。我們把香膏想成
我們今天常用的香水，如果服務員為這位客人噴灑了
五十萬塊台幣一瓶的香水，而且是整瓶香水撒的一滴
都不剩，你在旁邊看見了會有甚麼反應？當然是開口
罵人，真是浪費，有錢也不是這樣花的，你不知道世
界上還有很多難民一天可能連一餐都吃不飽，五十萬
台幣的錢可以供應多少食物給那些難民阿！真是無知

、浪費、愚蠢至極！現在是否可以稍微體會到一點這
個女人因著她那奇特的舉動所受到的責備是怎麼回
事，眾人為什麼會有那樣的反應，還有那個女人被嚴
厲責備後不知所措的處境。
但主耶穌欣然接受這個女人將那一玉瓶至貴的真
哪噠香膏膏在自己頭上，而且主耶穌還肯定、稱讚那
個女人的行為，教導門徒將來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的時
候，都要述說這女人這個行為，以為記念。
首先，主耶穌認為這女人在祂身上做的是件美
事。猶太拉比所列舉的善事有：施捨救濟、接待客
旅、探訪病人，以及埋葬死人。主耶穌說這個女人
是為他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他身上，所以這是
一件「美事」、「善事」。其次，耶穌對女人的稱
讚不代表耶穌不顧念窮人的需要，照顧窮人是耶穌
經常給人的教導。耶穌認為地上常有窮人，不會斷
絕，然而，耶穌離世的時候將很快來到，到那個時
候他們想膏抹祂已經太遲了。
到底這個女人是自己知道主耶穌即將受死，還
是這個女人其實不知道主耶穌即將受死，只是因她
經歷到耶穌對她無條件的恩典，於是她也願意以愛
和感激的心來回報耶穌，獻上她認為最珍貴的禮物
呢？經文本身沒有提供我們足夠的證據來判斷是那
一種狀況，這個女人如果就是約十二提到的馬利
亞，那麼我傾向是前者的答案，因為馬利亞經常聽
耶穌講道。如果這個女人不是馬利亞，那麼我傾向
是後者的答案，她單單因著愛耶穌，也願意順服心
中聖靈的感動、不計代價地把她認為最珍貴的禮物
送給耶穌，卻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上帝手中的器皿，
完成了一個先知性的行動。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
要解釋一下在舊約時代被膏油膏抹的意義。
在舊約時代，摩西按上帝吩咐膏抹亞倫和他的
子孫，好世世代代成為上帝的祭司。此外，先知或
祭司也要把膏油倒在上帝要立為王的人的頭上，膏
抹他，使他作王。這樣看來，耶穌受難之前，這女
人把香膏澆在耶穌頭上的舉動，就好像是確認耶穌
是彌賽亞君王及大祭司的身分。耶穌說這個女人用
香膏膏他的舉動，是為他安葬預備的，在此耶穌再
次表明他接下來必經的苦難，雖然他現在像君王一
樣被膏抹，但他不是一位像絕大多數猶太人所盼
望、成為一個以世俗方法、用武力征服仇敵的君
王。他要成為一個透過犧牲自己的生命、好救贖人
脫離死亡權勢的彌賽亞君王！這個女人所膏抹的這
位君王，即將赴刑就死；他是以受苦僕人的身份成
為上帝的受膏者。
耶穌最後這樣吩咐門徒，無論福音將來在那裏
被傳講，都要述說「這個女人」這個打破玉瓶膏抹
耶穌的行動，作為「對她的」記念。馬可沒有記載
這個女人的名字，但名字在這裏並不重要，她對耶
穌所做的才是重要的事。她為愛主而無私地奉獻自
己的珍寶，與猶大宗教領袖的詭詐及門徒猶大為了
經濟上的利益就出賣耶穌是一個強烈的對比，而與
耶穌無私地為愛世人即將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互相
輝映。難怪她的犧牲贏得耶穌的讚賞，而且預告這
件美事必會在世界各地隨著神國的福音被傳講。

這個女人所做的和福音的精髓有一個共通點，
那就是｢愛的浪費」。這個女人用打破一整個玉瓶
的真哪噠香膏膏在耶穌頭上來表達她對耶穌的愛，
她這樣愛的表達被一些人認為她太浪費了！門徒們
認為應該要愛耶穌，但需要為了愛耶穌的緣故就把
一整年辛苦努力所得到的酬勞，一次就全部奉獻給
耶穌嗎？這可能還是這個女人當時所擁有的全部財
產，因為耶穌說這個女人這樣的作為是｢盡她所能
的」，就好像之前的那位窮寡婦在聖殿中所投入的
奉獻，也是把她養生的都獻上 (可十二44)。
把我們所擁有的一部份金錢、才幹、時間奉獻
給上帝，浪不浪費？當然不浪費。如果把我們所擁
有的十分之一的金錢、才幹、時間奉獻給上帝，浪
不浪費？好像還好，有點心疼但也不至於太作難。
如果把我們所擁有的全部金錢、才幹、時間奉獻給
上帝，浪不浪費？這就是這個女人所做的，可能人
不見得會紀念，但是上帝一定紀念，而且上帝紀念
到永永遠遠，因為這個女人對上帝的愛是全然獻上
的愛、完全沒有為自己有任何保留的愛！
什麼是｢福音」，當然我們很多人知道｢福音」
這個字的意思是｢好消息」，到底基督徒所傳揚的｢
好消息」的內容是什麼？ (林前十五1-4) ｢好消息」
的內容就是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了。為什麼這是好消
息，因為本來該死的是誰？本來該死的是一切犯罪
的人，所以本來我人生的結局就是死，但是現在因
著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了，我們就可以得到復活永生
的生命。請問這是不是好消息？這當然是好消息！
但是這個好消息的本質是一個愛的浪費！上帝
的獨生愛子耶穌為我死！今天主耶穌是為我、為你
犧牲生命，他是代替我、代替你接受刑罰。全然
聖潔無暇、沒有犯過罪的主耶穌—上帝的獨生子為
了我這個心思意念、言語、行為都滿了過犯的罪人
死，傾倒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寶血在十字架上，浪
不浪費？浪費！但是主耶穌堅持他就是要浪費他的
生命在我們這每一個罪人身上，請問這樣的愛是不
是福音，是不是好消息？
請問這個女人在主耶穌即將被出賣、受死之前
把這一整個玉瓶的真哪噠香膏膏在耶穌頭上，浪費
不浪費？一點都不浪費！因為主耶穌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祂配得這樣的尊崇與愛戴。同樣的，主
耶穌為我、為你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流出寶血來
洗淨我們的罪，浪費不浪費？主耶穌認為一點都不
浪費！為什麼？因為主耶穌看我們為寶貴，祂認為
我們極其有價值，祂認為為了我死、為了你死，祂
認為非常值得，一點都不浪費！讓我們也欣然接受
主耶穌將他的身體全然破碎，將他的性命全然地傾
倒在我們的身上，這就是福音，這就是好消息！
題目思考:
1.對於這個女人所做的事，你的看法為何？在你的生
命中，是否有人對你做過類似的事？
2.福音的本質是「愛的浪費」，你有什麼體會？耶穌
為身為罪人的你我而死，你的感受為何？
3.你要如何回應主耶穌的愛？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