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緬甸政變已滿一週年，估計約1.2萬人死
於政治暴力衝突，求主在國際間興起幫助
者，在當地賜下和平的福音。

台灣:新年假期結束，團圓後重新回到忙碌的
生活，求主保守台灣人民的適應。特別為過
年後的防疫工作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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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媚姊妹的母親莊美照因腦部出血,人在在
加護病房治療,求主拯救看顧,並賜醫療團隊
智慧,能妥善醫治。
3、學生即將開學，能收心預備好學習，也求主動
工開啟校園福音工作，引導學生們歸向神。

～報告事項～
1、 兒主同工會議 本主日中午12點開始，地點：
地下室，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2、 健康講座 2/9(三)上午10:00~11:00，主題：
用藥安全，歡迎參加。
3、 長執會議 2/13(日)主日後副堂集合，請同工
預留時間出席
4、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2/13(日)下午2:00於副
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5、 會友大會 2/20(日)主日舉行，請肢體踴躍參
加。
6、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2/20(日)中午12:30，地
點: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7、【逆境人生與神學省思】講座，從聖經人物(約
拿、約伯、施洗約翰)，看神如何領人走出逆
境，並以「十架神學」引導更新。地點:救恩
堂，3/5(六)9:00~16:00，本堂會友優惠價250
元，欲參加請2/17（四）前洽辦公室報名。
8、 小組名單公佈 各分區名單公佈，請至公佈欄確
認，2/7日開始聚會，若因個人因素需調整，
3/6前請告知小組長。
9、 鑒於疫情日漸嚴峻，為配合政府相關規定，請
弟兄姊妹落實實名制，聚會全程戴口罩，場地
禁止用餐，請配合體諒。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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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人
3人/9人

教會禱告會 （ 2 月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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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6 ( 日 )
林慶豐 執事
潘振宇 弟兄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顏士閔 弟兄
馮薪庭 姊妹
董仁章 姜俊良
吳秀梅 陳慧貞
范自強 弟兄

2022 . 2 . 13 ( 日 )
陳貞蓉 教師
潘振宇 執事
敬拜一團
范兆禧 教師
黃俊元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鄭惠蓁 姊妹
董仁章 林羿萱
吳秀梅 陳慧貞
陳渫慧

聖餐：邱皇銘，朱德弘，潘振宇，陳麗書，林家禎，羅秀宜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1. 24 (一)～2022.1. 30 (日)
自由奉獻 --2,370元 收入
285,970元
主日奉獻 3筆
3,800元 支出
--十一奉獻 16筆 253,3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3筆 64,000元
特別奉獻 1筆
1,500元
建堂奉獻 2筆
3,000元
宣教奉獻 2筆
1,500元
慈惠奉獻 2筆
5,300元
鮮花奉獻 1筆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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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顯現後第五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潘振宇弟兄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潘振宇弟兄
經文：馬可福音16:7~8;馬太福音27:1~5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二種人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潘振宇弟兄
七、報告……………………潘振宇弟兄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讚美耶穌】
1、讚美 讚美 耶穌我親愛的救主
全地歌唱將主妙愛傳明
天上群眾齊讚美慈悲的救主 尊貴榮耀都歸主聖善名
如同牧人 耶穌保護祂小羊 主的膀臂終日懷抱牧養
2、讚美 讚美 耶穌我慈悲的救主
為我眾罪受苦流血死亡
主是磐石 是永遠救恩的盼望 讚美讚美釘十字架耶穌
高聲歌唱 因主擔當我愁悶 無限慈悲何奇妙何高深
3、讚美讚美 耶穌我永遠的羔羊
天上群眾和散那歌高唱
耶穌救主 做我們和平的君王 加冕上主先知祭司君王
基督得勝 一日祂還要再來 榮耀權能都歸耶穌我王
(副)「讚美 讚美 傳揚祂無比的大愛
    讚美 讚美 歡唱直到萬代」

【祢信實何廣大】
1、祢信實何廣大 聖天父真神 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
   祢永世不改變 滿有憐憫恩 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
2、春夏秋冬循環 栽種又收成 日月星辰時刻循軌運行
   天地宇宙萬物 皆作見證 述說我主信實慈愛永恆
3、祢赦免我罪愆 賜我永平安 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援
   日日加力 更賜我光明美盼 祢沛賜我恩惠豐厚無限
(副)祢信實何廣大 祢信實何廣大
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預備 祢信實何廣大 顯在我身

【有福的確據】
1、有福的確據 耶穌屬我 我今得先嚐主榮耀喜樂
為神的後嗣 救贖功成 由聖靈重生 寶血洗淨
2、完全的順服 快樂無比 有福的異象顯在我心裡
天使帶信息 由天而來 報明主憐憫 述說主愛
3、完全順服主 萬事安寧 我在救主裡喜樂滿心懷
時刻仰望主 儆醒等待 滿得主恩惠 浸於主愛
（副）「這是我信息 我的詩歌 讚美我救主 晝夜唱和
這是我信息 我的詩歌 讚美我救主 晝夜唱和」

叁 本週話語教材
為使命而活的人生                ⊙陳貞蓉教師
經文：可15:1-39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有些沈重，是主耶穌被帶到官
府審判，直到上十字架的一段過程，這段經文，就是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最重要的使命，代替人類的罪
上十字架。
一、明白自己的使命
1. 主耶穌來這世上最重要的使命
可15:1-5這裡耶穌的答與不答，都有他的意義，
在這之前耶穌三年半的事奉，透過傳道、醫病和趕
鬼，來印證自己是基督、彌賽亞的角色，耶穌清楚知
道他的身份，所以他正面回答彼拉多的問題，而他來
到這世上的使命，就是要為真理做見證，並且拯救人
脫離罪惡死亡的挾制，得到豐盛的生命。耶穌透過在
世33年半的生活、事奉、講道、醫病、趕鬼來為真理
做見證，但這一切仍然無法拯救人脫離罪惡和死亡的
挾制，要如何能夠拯救罪人脫離死亡，得到豐盛的生
命？「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
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
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2:24)
2. 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獨特的使命
可以說主耶穌的一生，就是為要走這條十字架的
道路，拯救人脫離罪惡和死亡得著全新豐盛的生命。
因此在這裡他不回應祭司長文士們的誣告，不反抗走
上十字架的道路。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帝都
有賦予我們獨特的使命，如果我們可以去發現它，在
我們的生活中實現它，我們就會覺得自己每一天都活
得很有意義，很喜樂而且會感覺自己不枉此生。例：
錢玉芬教授的分享。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放下獨特的
使命，你覺得神對你的使命是什麼呢？
3. 從我們人生經歷中發掘使命
我們可以從人生的經歷中去發現珠絲馬跡，而活
出使命更是不論男女老少都可以實踐的事，例：林添
發老爺爺。當一個人被使命推動的時候，整個人會很
有動力，而且許多的能力也會提升發揮。回到今天我
們所讀的經文，主耶穌他很清楚自己來到這世上的使
命，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耶穌被祭司長、文士、長老
他們帶到彼拉多面前受審，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對於祭
司長、文士他們的控告他都保持沈默沒有為自己辯
護，當兵丁戲弄他、嘲諷他的時候他默默承受，甚至
他被釘上十字架，旁邊的強盜和路過的人嘲笑他他也
沒有反擊，還求天父赦免他們的罪，因為他清楚知道
他來到這世上的使命。
二、要活出使命必須付代價
在馬太福音廿六章52-54節那裡，耶穌在那裡就
指出如果他願意，他和天父禱告，天父立刻就可以差
遣天使來拯救他脫離這樣的困境，但他沒有，因為他
知道他來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為眾人的罪上十字
架，這條十字架的道路很艱難，要付上極大的代價，
耶穌也曾經想打退堂鼓，我們從他在客西馬尼園的禱

告就可以看到，對於耶穌來說，要實行天父的旨意是
很困難的一件事，完全違背他肉體的慾望，沒有人會
想要受苦，甚至受死，當然也沒有人想要被懲罰。
1. 耶穌為愛付上自己的一切
為自己的錯誤受苦尚且讓人感到不開心、不舒
服，何況耶穌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完全是被誣
告、陷害的，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被彼拉多宣判死刑
之後，兵丁還戲弄他，強盜揶揄他，甚至在死前一刻
他感覺連天父也掩面不看他，彷彿連天父也離棄他，
耶穌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他要面對的是世人沈重的
罪債全部都壓在他的身上，到一個地步那個因著他身
上背負了世人滿滿的罪孽，連天父也掩面不看他，他
要承受死亡，也就是靈魂體與天父、與自己、與世界
隔絕的狀態，這是何等大的代價。
耶穌因著對人的愛，甘願走上這條十字架的道
路，付上自己的一切，神賦予我們每個人的使命都
不一樣，但有一個是相同的，就是要活出使命必須
要付上代價，但神應許我們祂會與我們同在，成為
我們隨時的幫助。
2. 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聖經裡的保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保羅從小
就受到了嚴格的法利賽人教育，後來他信了主，領
受要成為外邦人的使徒，他為了活出他的使命呼
召，付上了很大的代價，但保羅在這些困難中他和
哥林多教會的人做見證，「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
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
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4:8-10)
保羅讓我們清楚看到要為使命而活必須付上代
價，但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
更深的經歷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們的生命也會被
磨練而愈來愈堅強，當我們為使命而活，雖然過程
很多挑戰要付上很多代價，但我們在當中也會得到
喜樂，生命裡的能力、屬靈的肌肉也會被培養鍛
鍊，而變得更強壯。例：救恩堂眾牧長的見證。
三、堅持到底完成使命
1. 耶穌完成使命成就救恩
我們所讀這段經文提到主耶穌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難，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讀的這段經文，他在這裡
被誣告他忍耐不回應、被兵丁戲弄他也忍受不反
擊，在十字架上還要忍受旁邊受刑人和路人的嘲
諷，他只要在這每個過程任何一個環節受不了了，
選擇放棄或反擊，那這個事件的發展和結局就會完
全不一樣，但耶穌選擇堅持到底，完成他的使命，
約19:30那裡記載耶穌在死前最後一刻說：成了！便
可15:38那裡記載說當耶穌斷氣的那一刻「殿裡
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這裡說的幔子就是聖
殿裡區隔聖所和至聖所的幔子，這個幔子意味著人
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因為罪與神分離，聖殿
的幔子不斷提醒人們，因著有罪讓人不配在神的面
前。每年重複不斷的獻祭，以及其它日復一日的祭
祀都生動表明了罪無法由牲祭得贖，然而當耶穌上

十字架斷氣的那一刻，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
半，幔子從上到下裂開，代表耶穌的寶血充分償還
了罪債。從上到下就是指是從上面把它撕開，這代
表不是人為的，而是神做的。這也表示因著耶穌承
擔了人的罪，為人上了十字架，現在去至聖所的道
路時刻向所有人敞開，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每個
人都可以透過耶穌來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人與神之
間的關係因著耶穌的代贖，而得到了恢復。
2. 主耶穌吩咐門徒實踐大使命
主耶穌在痛苦艱難中沒有放棄完成自己的使
命，因此當之後死裡復活，死亡和罪惡的權勢便完
成被復活得勝吞滅，主耶穌為我們付上代價上十字
架成就了救恩，他也給了我們最好的榜樣讓我們跟
隨他的腳蹤行，而且他也應許我們，要做比這更大
的事。我們可以看到在耶穌復活之後把大使命傳遞
給門徒，之後耶穌的門徒們果然就倚靠著聖靈的能
力，把福音傳揚出去，直到如今，耶穌仍然活著與
我們同在，神也賦予我們每個人不同的使命，讓我
們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成為主耶穌的見證人。
大使命是耶穌吩咐所有相信祂的門徒都要去做
的事，這也就是說，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
的專業、不同的職業和工作，但我們每個人都同時
擁有大使命的呼召，神沒有呼召所有的人成為傳道
人，但神呼召所有的人都成為傳道的人。傳道不只
是用嘴巴說，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活出神的道。
例：連加恩的見證。
3. 倚靠聖靈，活出使命人生
主耶穌在他上十字架的整個過程，他忍受一切
的痛苦，完成天父賦予他的使命，耶穌是道成肉身
的神，耶穌的生命、祂所做的一切都見證了他是
神子，耶穌也堅持到底完成了他的使命，為人的罪
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恩。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
界，也都有神創造我們的目的和計劃，你明白你的
使命嗎？你現在有朝著你的使命目標在往前進嗎？
我們可能像撒母耳，小時候就明白自己的使命
呼召，也可能像摩西，八十歲才明白自己人生的使
命，但不論如何，當他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即使覺
得自己做不到，但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神會一步
一步的引導我們，裝備我們讓我們能夠活出我們的
使命呼召，而當我們走上這條使命的道路，這是一
條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條需要付代價的道路，但聖
靈會隨時在我們身邊成為我們的引路人，幫助我們
度過高山低谷，在這除夕的前夕，讓我們更多來思
想這個問題，願神引導祝福我們每個人都能擁有一
個為使命而活的人生。
題目思考:
1.你明白自己人生的使命為何嗎。在你的人生歷程中
有哪些經歷引導你明白?請和大家分享。
2.在實踐你的使命中要付上什麼代價?有什麼困難和挑
戰，請和大家分享請大家為你代禱。
3.今天的信息對你有什麼提醒和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