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北京冬奧開幕，求主保守每個選手的心
情，盡力完成比賽。也為當地教會禱告，在
這場全球盛事之中作主見證。

台灣:油價、食物、日用品價格上漲，加上季
節性因素，物價持續走升，台灣民眾生活壓
力提升，求主顧念供應，並教導我們理財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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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楊淑媚姊妹的母親莊美照腦部出血已
止，危險解除，願主持續看顧，能經歷救贖
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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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執會議 本主日後副堂集合，請同工預留時
間出席。
2、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下午2:00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會友大會 2/20(日)主日舉行，請肢體踴躍參
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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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國高同工總聚 2/20(日)中午12:00，地點:會客
室，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6、 【逆境人生與神學省思】 原訂3/5(六)講座取
消，因講員身體不適，將延至下半年，敬請見
諒，已報名者洽孟勳辦理退款。
7、救協會員大會 3/6(日)上午11:30舉行，請會員
踴躍參加。
8、 小組名單公佈 各分區名單公佈，請至公佈欄確
認，若因個人因素需調整，3/6前請告知小組
長。
9、 看 電 影 看 世 界 2 - 7 月 每 月 最 後 一 個 週 日
13:00-15:15透過電影認識其他種族和文化，以
禱告啟動宣教事工，邀請弟兄姐妹邀請親友一
同參加。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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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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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快樂！農曆年剛過，感謝主在過年期間和家
人有美好的團聚，也趁假期整理了一下房子，預備過
年後的開拓工作，從這個禮拜六開始教會傅教師將來
三芝一起行軍禱告，了解當地狀況並看看如何進行，
求主引導讓開拓可以順利開展，在當地可以建立屬神
教會；新的學期即將開始，三重高中開學日即有社
團，這學期有四個同學離開，但轉進八個同學，現在
共有十四個同學，求主賜下智慧讓我知道如何在課程
中引導他們，也求主預備他們的心成為福音好土，金
甌女中社課三月開始，目前學生三十幾位，也求主幫
助讓我在當中能與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在這麼多學生
中有智慧能找到當得平安的人，也在社團和教會中間
建立橋樑讓學生們進到教會認識主。
    現在也在規劃教會全年度的宣教、外展以及兒少
事工，新的一年計劃每兩個月安排一些宣教單位來教
會分享，期待讓教會弟兄姐妹宣教視野得以擴展，也
有機會更多參與宣教事奉；四月復活節也將舉辦復活
節的佈道會，主題為「逆轉勝」，每個牧區都有負責
的部份，期待能夠透過這節期和世人宣講耶穌復活的
大能，帶領更多人經歷耶穌死裡復活的「逆轉勝」。
兒少部份期待在牧養和裝備上能有所突破更新，也在
思考如何建立屬神的氛圍，引導孩子以及同工能在生
活中經歷神，生命被挑望更新。
    前兩週多寶不知怎麼的問了我一些關於生死的問
題，沒想到在年假中某天多寶幼稚園的好同學來家裡
找多寶玩，多寶就和他同學分享鼓勵他同學來信耶
穌，將來就可以一起在天堂相見等等，我們聽到感到
很驚訝，也很感恩，那個同學當天就表達隔天主日想
一起來教會，無奈對方父親已有行程安排，但他媽媽
在之前我已帶他決志，我想他們也就是我們在三芝開
拓的種子家庭；樂寶現在正處於小小叛逆期，充份表
現頑皮，但看著他們成長也讓我們滿心感恩，願主在
我們家中繼續動工，期待今年家裡能有人信主，求主
開路。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聖餐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聚會 /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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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芝人心的柔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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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好機會和他們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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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
的力量剛強起來。」弗3：16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地點
人數
正堂
103人/103人
B1/會議室
5人/6人

教會禱告會/ 2 月 8、22 日/20:30~21:30/ LINE

成一小組/週一 19:30~21:00/線上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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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10:00~11:30/副堂
         週日  8:30~10:00/協談室
成二小組/週二 11:00~14:30/地下室
         週四 19:30~21:00/會客室
週日 11:30~14:00/救恩堂＆總會5F
/週日
13:00~14:30/協談室
國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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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日 ) 2022 . 2 . 20 ( 日 )
陳貞蓉 教師
潘振宇 執事
潘振宇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敬拜一團
敬拜二團
范兆禧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黃俊元 執事
劉世煌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鄭惠蓁 姊妹
馮薪庭 姊妹
董仁章 林羿萱
陳麗書 謝福餘
吳秀梅 陳慧貞
陳乙瑄 林羿萱
陳渫慧
林尚水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1. 31(一)～2022. 2. 6 (日)
自由奉獻 --2,300元 收入
258,600元
主日奉獻 8筆 13,000元 支出
246,899元
十一奉獻 29筆 210,8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4筆 11,500元 A弟兄    ＄2,000元
特別奉獻 2筆
2,000元 B弟兄    ＄2,000元
建堂奉獻 5筆
6,500元 C姊妹    ＄8,000元
宣教奉獻 7筆 11,500元 D姊妹    ＄1,000元
慈惠奉獻 1筆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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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顯現後第六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潘振宇執事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潘振宇執事
經文：林前13：1-13

四、證道……………………范兆禧教師
愛無限
五、奉獻……………………潘振宇執事
六、報告……………………潘振宇執事
七、祝福……………………范兆禧教師

貳 敬拜詩歌
【這是耶和華所定日子】
這是耶和華所定日子
神的兒女當歡呼喜樂
耶和華已戰勝仇敵 戰勝仇敵
全地大聲歡呼
這是耶和華所定日子
神的兒女當歡呼喜樂
耶和華已戰勝仇敵 戰勝仇敵
全地大聲歡呼
耶和華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華是我的詩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子民行走全地 報好消息宣告祢的名
高舉得勝的旌旗 我們稱謝祢 祢是我神

【全然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 單單注視你 喔耶穌
隨著你心律動 甜蜜的靈來充滿我
放下為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給你 我的主
我願使你歡喜 對你的愛不斷湧流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
無悔地付出 只願你心得滿足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 最深刻真摯的愛

【住在你裡面】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你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你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你 如鷹展翅上騰
住在你裡面 住在你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你裡面 住在你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叁 本週話語教材
二種人                           ⊙鄭信弘教師
經文：可16:7~8;太27:1~5
馬可福音十六章在解經上，有一些不同意見的討
論，其因現今可靠的古代手抄本中，皆結束在第八
節;相反地，較後期的手抄本才有9~20節，此外根據書
寫手法和慣用詞彙判斷，並非出自同一人，即判斷是
抄寫的人自行補充，故在聖經合和本修定版，可看到
有短結語和長結語二個版本。但即便見解不同，皆不
會影響我們對聖經權威無誤的信心，也不會改變我們
對上帝真理的認識，因為9~20節的內容，我們都可在
其他福音書、使徒行傳看到相似的記載。
只是我們要留意，不應斷章取義或個人經歷去詮
釋聖經。在美國有位牧師用可十六17~18:「信的人必
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
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創立教會，結果他的兒子在2014年
佈道時，被蛇咬而毒發亡。四年後他的孫子在證道時
也是拿蛇被咬，最後被人送去就醫，差點一命嗚呼。
這些行為皆是在試探上帝。撒旦曾試探耶穌說: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
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
碰在石頭上。」耶穌卻回：『不可試探主－你的上
帝。』撒旦引誘耶穌從聖殿跳下，藉此證明是神的兒
子，但神兒子的身份是上帝所賜的，並不需做任何的
事，只要願意相信上帝是生命的救主，即可為神的兒
女，不應反客為主「綁架上帝」，要藉用祂的權能成
就人的慾求。
今天題目是二種人，聖經教導的基督徒，並不是
要我們從壞人變成好人，不是從惡人變成義人，更不
是從俗人變為聖人，而是從罪人，成為蒙恩的罪人，
分述如下:
一、蒙恩的罪人(可16:6~7)
門徒跟隨主時，聖經至少三次記載，祂要上耶路
撒冷，受苦、被殺、復活，但門徒對主的認識毫無所
悉，甚至對跟隨主的想法不正確，當耶穌被釘十架那
一刻，他們寄望重建大衛王朝的願望就此破滅，絶望
之下如何得安慰呢?感謝主，耶穌用死裏復活讓門徒
知道，主並没有離開他們，並再次堅固他們的信心與
對主的依靠，要他們持續傳揚福音，領人歸主。
當少年人要婦女傳遞消息，告訴門徒們主已
復活，但經文特別描述，要他們去告訴門徒「和
彼得」，試問大家，門徒裏是否包含彼得呢?當然
有。那為什麼特別提彼得?不提「和約翰」或「和雅
各」，我想耶穌之所以提到彼得，是祂明白彼得三次
不認主後，他內心的糾結與失望。耶穌曾對他說:彼
得，今晚雞叫二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但彼得卻
回答:「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
這真是熱血沸騰的宣告，結果言猶在耳，彼得卻立刻
背叛主，等他聽到雞叫，就想起耶穌的話而痛哭失
聲。由此可知，彼得對自己的認識並不清楚，也不明
白自己內心的軟弱。

彼得的行為好像是一面鏡子，也照出我們的本
性，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並不足夠，以致於被蒙蔽或
高估自己的能力，認為可以靠自己勝過試探，靠智
慧、意志勝過環境的誘惑，殊不知這些都是無法兌
現的空頭支票。然而可貴的是，最終彼得痛哭，這
意謂彼得知罪的悔改，而神從不輕看人憂傷痛悔的
心。此事給彼得很深的傷痕，心裏的內疚也將永遠
控訴他。但感謝主的是，耶穌復活的頭一件要做的
事，就是告訴門徒，特別是彼得，祂已經復活了，
主耶穌特別提名彼得，表示對他的關心，對他也應
有很大的安慰。
當然這樣還不夠，根據約翰福音21章記載，彼
得在捕魚時，耶穌親自向他顯現，且三次問他:你愛
我嗎?試想若復活的主，因彼得的背叛而放棄他，那
麼彼得是否就此重操舊業，終老一生?耶穌有充份
的理由，可以離開彼得，因他軟弱，没有義氣，言
而無信，然而耶穌不僅盡釋前嫌，還主動地將他挽
回，三次交代他:牧養我的羊。可見主的復活，不單
只有復活的經歷，更重要的是，死而復活的事實，
使失敗者彼得，重新站立，因著耶穌的復活，彼得
成為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整個教會的歷史到如今，我們所看見所經歷
的，是復活的主對我們的赦免、扶持與慈愛。我們
雖會面對許多困難，經歷各樣難處與重擔，但主耶
穌用祂復活的生命，把我們一個個挽回，即便落入
到失敗的光景裏，主的復活仍能填滿我們的傷痕，
叫我們受的傷害可以得到醫治，祂復活的大能，也
成為我們服事祂的動力，當時如何挽回彼得，如今
也挽回，激勵並安慰我們。彼得是得蒙救贖的罪
人，盼望我們也能學習像他，被主耶穌挽回。
二、罪人(太27:1~5)
猶大在使徒中是掌管金錢的司庫，耶穌將此受
信任的職位交付猶大，怎知成為“背叛者”。經文
說猶大後悔為錢賣主，也承認是有罪的人，為什麼
仍上吊自殺?他和彼得都是背叛耶穌的人，為什麼結
局卻大相逕庭，他不是已知錯了嗎?值得我們省思。
他出賣耶穌的反應是上吊自殺，這表示他認為
自己沒救了，連主也沒無法救他，不相信悔改能赦
免其罪，而這是一種驕傲，因即便再大的罪，只要
願真心悔改，上帝必要赦免。猶大跟隨主耶穌這麼
久，一起生活、聽道，他的心裡卻只有錢。他的上
吊，表示自己的想法和意念高過耶穌的教導，他完
全不記得，耶穌赦免行淫女人的罪，要女子不要再
犯罪了，這些猶大都忘記了。
猶大自己作主，以死謝罪，殊不知罪是否得
赦，是上帝的權柄。有人認為用善行義舉就能得
救，但這都是用錯誤的認知理解上帝的救恩，甚至
小看上帝的救恩。猶大最後一刻，若真心悔改，耶
穌一定願意救他，他若肯來到耶穌面前尋求原諒，
耶穌必定會原諒他。人對上帝的回應，決定人最後
的結果。每一次人的選擇，都將決定更接近上帝，
或是遠離上帝，人若選擇自己，就是選擇離棄上帝;
相反地，若願意選擇上帝，所付的代價就是離棄自

己，也就是治死自己的老我。主耶穌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這個捨己就是讓上帝在生命掌
王權，不再自己作主，是耶穌在我們生命裡面活。
彼得與猶大，同表後悔；彼得找的是赦罪的
主，願意向耶穌認罪悔改，猶大卻是定罪的祭司長
和長老，最後悔恨愧疚而死。聖經多次提到主耶穌
雖多次向猶大警示，希望他能夠回頭，但他依然故
我，最後鑄成大錯。也許猶大在賣主時，也和其他
門徒一樣，並不認為耶穌會受苦，受死，被釘十字
架，並没有想到會那樣嚴重，等到耶穌被定了死
罪，他才慌了手腳，驚恐地走上了絕路。
一部著名小說叫悲慘世界，作者是法國文豪雨
果，書中描述一名囚犯叫尚萬強，破壞假釋規矩開
始逃亡，之後警官維特窮盡一生之力，追捕捉拿
他的故事。尚萬強在某日遇到主教，主教接待他用
餐，但他卻在半夜裏，偷了主教貴重的物品，被警
察捉到後，警方要跟主教求證時卻說:「這些東西
給尚萬強的。」之後主教就告訴他:「我已經用這
些貴重的銀器將你從魔鬼的手中贖回，你要答應
我，做一個誠實的人，靠著基督受難的血，上帝已
把你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為你的靈魂付了贖價，現
在我把你的生命交給了祂。」之後尚萬強決定洗心
革面，改名重新做人，多年之後，他真的成為在法
國中的好市長。
當中還有一幕，是警官跟他道歉，說自己搞錯
了，什麼事呢?維特說自己懷疑他就是從監獄逃跑
的尚萬強，如今真正的尚萬強已經被抓了。尚萬強
聽到後，良心不安，若他不管，將造成寃獄，但好
處是就此不會被懷疑。但若澄清，又會曝露身份，
將無法照顧受妓女託付的年幼女兒，有時我們也會
面對類似道德兩難的困境，尚萬強最後選擇自首，
因想到監獄裡有人為了他坐牢，他會良心不安。
過了20年，法國發生1832年巴黎六月暴動，這
時維特警官當了反抗軍的臥底，不料臥底的身份被
發現，尚萬強看到之後，仍伸手解救他的對頭維特
警官，同時為拯救抗議的青年，而願意把自己的生
命，交在維特的手中。維特警官最後發現自己無法
用司法處置尚萬強，面對法律與尚萬強的捨己，倍
感糾結的維特，最終愧疚跳河身亡。
三、結論
維特是忠心執行法律的警官，但因為對上帝的
救贖與蒙恩不明白，使得當面對尚萬強這個蒙恩的
罪人時迷惑了，最後只能用自殺解決這個難題。而
尚萬強卻是持續地走在上帝的引導之中，面對許多
艱難，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是他人的益處，
這就是蒙恩的罪人與罪人最大的差別，盼望我們都
能從罪人,漸漸地被主修剪，蛻變為蒙恩罪人。
題目思考:
1.門徒彼得和猶大都背棄耶穌，其二人的結局大不相
同，你認為最大的差別為何?
2.如何學習像彼得成為蒙恩的罪人，避免像猶大成為
罪人，你認為有什麼關鍵的要素?
3.你是否有被罪疚感捆綁的經歷?是否有被恩典赦免的
經歷?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