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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1953 年 6 月 14 日獻堂 

 

2017 年 12 月 3 日  第 2286 期 

 

●今日敬拜●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8:00~9:00 9:30~10:30 11:00~12:00 13:00~14:00 19:00~20:00 

宣召…  主在聖殿中 主在聖殿中 主在聖殿中 主在聖殿中 主在聖殿中 

頌讚…  讚美 34  讚美 34  讚美 34  讚美 34  讚美 5 

禱告…  莊舒華  陳家恩  楊伸崇  何智祥  張世民 

獻詩…  天使頌歌    當以馬內利來臨      
啟應…  詩 81 篇  詩 81 篇  詩 81 篇  詩 81 篇  約十六 12~14 

頌讚…  讚美 393  讚美 393  讚美 393  讚美 393  讚美 186 

讀經…  耶四十二 6 耶四十二 6 耶四十二 6 耶四十二 6 路一 1~4 

講題…  還是不聽 還是不聽 還是不聽 還是不聽 要知道你所學的是確實的 

證道…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胡昌豪 

頌讚…  讚美 397  讚美 397  讚美 397  讚美 397  讚美 194 

祝禱…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胡昌豪 

司琴…  施慧慈  凌旺楨  呂美賢  施心玫  林貝蓁 

招待…  羅家叡  陳定源  白宏文  關鼎文  林石蕾 

  王若軒  梁美玉  石志峰  陳紅紅  張  月 

  丘麗安  曾雪貞  陳志宏  石美姬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王寓文  王寓文  程世光  程世光  杜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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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天使頌歌 

你是否聽見，天使天籟聲音，聲音如此甜美，又如此清澈？ 

你是否看見，東方閃爍之星，像主對我說，基督耶穌降臨？ 

你是否聽見，來自天國訊息，傳給謙卑牧人，他等待許久？ 

榮耀歸於至高神，榮耀歸於至高神，請聽天使高唱歡樂頌。 

祂安祥降臨，在那寂靜冬季，好像輕柔雪花，飄落在靜夜， 

祂帶來喜樂，猶如早晨太陽，充滿全世界，因祂燦爛榮光， 

祂帶著愛來，由馬利亞所生，生在簡陋馬槽，為世人所見， 

榮耀歸於至高神，榮耀歸於至高神，請聽天使唱地上太平。 

祂帶來光明，照亮黑暗世界，如同明亮晨星，閃爍在天際， 

祂帶新希望，帶給等候萬民，祂前來為王，本著聖潔慈愛。 

願全地歡呼，頌讚救主來臨，願諸天都回應，充滿歡樂晨， 

Gloria in excelsis De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榮耀歸於至高神） 

Hear the angels singing “Christ is born”. 

Hear the angels singing “Christ is born”.（請聽天使唱「基督降生」） 

恩愛團契詩班獻詩（第三堂）：當以馬內利來臨 

普天下引頸等待著救主。普天下引頸等待君王。 

不多時我們將看見先知預言。不多時將收到主禮物。 

普天下引頸等待彌賽亞。普天下等待上帝愛子。 

不多時祂將顯現因時候已近。不多時我們將迎接主。 

有大喜樂，喜樂，當以馬內利來臨。 

諸天要歡欣讚美主名。大喜樂，喜樂， 

當以馬內利來臨，這世界將不同於以前。 

普天下引頸等待一答案。普天下引頸等待真光。 

黎明快來臨，黑暗就要被驅離。 

不多時君王將行公義。有大喜樂，喜樂， 

當以馬內利來臨。諸天要歡欣讚美主名。 

有大喜樂，喜樂，當以馬內利來臨， 

這世界將不同於以前。我們也將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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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事奉的人生（上） 
 

章長基 

讀經：詩篇第八篇

我最怕人家說我老了，今天也許是

神給一個特別的教訓，讓我早晨在飯店

浴缸裏摔了一跤。賴長老講的很對，我

講道時候跳跳蹦蹦，很生動的；但是今

天我不敢動。非常感謝主，讓我在這裏

有機會事奉，這個堂我是第一次來，舊

的南京東路禮拜堂，我來的時候吳勇長

老還在。 

今天的主題是事奉的人生。剛才我

們已經讀過今天要講的經文，不過我用

的經文跟我們剛才讀的不太一樣，我們

剛才讀的是和合本，華人教會一般都讀

和合本，在新譯本翻譯第一節「祢的名

在全地是多麼威嚴。」我喜歡這個翻譯，

因此到了第九節，也是同樣的字眼「耶

和華我們的主啊！祢的名在全地是多麼

威嚴。」這是我們的主。這是第一點，

我用新譯本的原因。第二個原因，新譯

本把第六、七、八節，三節經文分地很

清楚，我很喜歡。所以，我們今天需要

講這個題目，要引用這段經文。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個事奉的人生。

所以我們要清清楚楚知道，我們事奉的

對象是誰，也要搞清楚我們事奉的態度

與目的。 

今年正好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馬

丁路德有一句話，「萬般皆為聖，不作

聖俗分。」我稱這句話是馬丁路德的職

業觀。今天我們一講到事奉二個字，就

會想到我站在台上講道，這叫做事奉；

司會的也是在事奉；詩班也是在事奉；

司琴、招待都是在事奉。 

我很佩服招待同工。有一位招待看

到我的動作可能不太正常，就來照顧

我。這我感受很深，馬上就讓我看到這

是一個關懷的教會。感謝主，這些都是

事奉，其他的人是在事奉嗎？你的人生

是事奉的人生嗎？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我們的人生是一個事奉的人生，神

創造我們，我的領會至少有三個目的。

第一是要我們敬拜祂。第二要我們歌

頌、讚美祂。不要忘記，還有第三個目

的，神創造我們的第三個目的，就是要

我們一生來事奉祂。我們的人生是一個

事奉的人生，所以馬丁路德說，萬般皆

為聖，不作聖俗分，意思就是說，在教

會裏面事奉，好像聖職，但是你在政府

機關做高官，在商場上做商人，我是做

銀行業務的，這些是不是事奉呢？馬丁

路德說都是一樣的，不管你在那裏工

作，都是在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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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有一位姊妹就來找我：我什麼工作

都沒有，每天都在家裏，看孩子、養孩

子，照顧他們。我說：妳的事奉更重要

了，她在家裏面事奉神，把孩子帶大，

這個多重要。我們每一個人，不管你是

誰，作什麼行業，你都是在事奉神；我

們事奉神是人生的目的。 

馬丁路德是五百年前的事情。現在

我要介紹一個人，在華人教會很少聽到

這個人的名字，Os Guinness 葛尼斯

1941 出生，跟我比他是一個年輕人，他

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很重要，幫助了很

多人，包括了我。這本書也翻成了中文，

書名叫做「一生的呼召」，跟我剛才講

的是一樣的，神在呼召每一個人，來事

奉祂，不管你做那一個行業，你都是要

事奉祂。 

有的人把葛尼斯當成中國人，他生

在河南，長在南京，他的父母是到中國

的宣教士，所以葛尼斯是在中國長大。

他熱愛中國，所以這本書翻成中文，這

本書主要的信息是我們的一生是事奉神

的一生。所以他有一句話，也是這本書

主要的重點：一個成功的人生是「回應

那至高者對你的呼召」。 

我們不僅清楚神創造了我們，不僅

是知道我們要敬拜頌讚創造我的神，其

中還有一點是，神創造我們的目的是要

我們來事奉祂。神在呼召我們，我們要

回應祂的呼召，來事奉祂，你們能夠體

會嗎？這樣的論調，在華人教會是比較

少提，我也相信我的領受是對的。 

事奉的人生我們來看三點，都是從

詩篇第八篇引發出來的，第一是神的偉

大，第二是人的地位，第三是人的職責。 

第一點、神的偉大。新譯本用祂的

威嚴，第一節「耶和華我們的主啊，祢

的名在全地是多麼地威嚴，祢把祢的榮

美彰顯在天上。」在祂所造的宇宙中，

我們看到神的偉大、神的威嚴；第九節

同樣的一句話。寫這首詩的詩人大衛，

在詩篇第八篇首先讓我們看到神的偉

大、祂的威嚴；然後看到祂的創造的宏

偉，有月亮、星宿，之後，大衛看到他

自己。所以大衛是圍繞在神、宇宙、人，

不僅讓他看到神的威嚴，也讓他體會到

神創造的偉大，第三節所說「我觀看祢

手所造的天，和祢安放的月亮和星宿」，

他感受到神的創造是非常偉大。 

第二點、人的地位。人在整個創造

的宇宙萬物當中，第四節「人算什麼，

祢竟記念他，世人算什麼，祢竟眷顧他。」

整個宇宙是大的不得了，我們住的地球

在整個宇宙當中，微小的不得了。地球

是一個很小的星球，而我們又是這個微

小的地球中的小小份子。如果你把自己

與神創造的整個宇宙來比，人真的不算

什麼。神還是給了我們一個特殊的地

位，因為祂顧念我，祂眷顧我們，這是

我們在神的創造當中是很重要地位。在

第五節「祢使他比天使低微一點，卻賜

給他榮耀尊貴做冠冕。」所以人的地位

是崇高的，在整個宇宙裏面，人的地位

好像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非

常高的地位。詩篇第八篇讓我們看到人

的地位。（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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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創世記 

12／4 一  創世記十三章 1~9  亞伯蘭退讓 

一、v1~4 亞伯蘭漸漸往哪裡去？作什麼？失敗後，我回到神面前禱告嗎？ 

答：亞伯蘭失敗，被法老驅逐出境後。帶著妻子與羅得上南地。以後漸漸往伯特利

去，在伯特利和艾的中間，就是起先築壇的地方，在那裡求告耶和華。 

二、v5~7 亞伯拉罕有什麼困難？我接受生活中有爭執，求神解決嗎？ 

答：亞伯蘭和羅得的財物、牛、羊甚多，那地容不下他們。亞伯蘭的牧人與羅得的

牧人相爭。 

三、v8~9 亞伯蘭怎樣解決困難？我願禱告，放下自己的好處，退讓嗎？  

答：亞伯蘭主動找羅得，清楚表示彼此是骨肉，不可相爭，牧人也不可相爭。請羅

得選擇所喜愛的牧地、草原，離開以免相爭。 

 

12／5 二  創世記十三章 10~18  神賜福亞伯蘭 

一、v10~11 羅得怎樣選擇？我按自己喜好的選擇，或禱告順從聖靈嗎？ 

答：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有水灌溉，像耶和華的園子，也像

埃及地。他不顧亞伯蘭未來如何，就選擇了約但河全平原。 

二、v12~13 羅得漸漸去哪裡？我隨從世俗潮流，漸漸靠近罪惡嗎？ 

答：羅得看重現實的利益，就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所多瑪人在神面前罪大

惡極。 

三、v14~18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什麼？我看神的賜福，比今生得失更重要嗎？ 

答：從亞伯蘭所在的地方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所看見的，神都賜給他和他的後

裔，並且神要使他的後裔如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12／6 三  創世記十四章 1~12  四王與五王戰爭 

一、v1~7 基大老瑪殺敗哪些人？我知道世事變遷，沒有永遠的霸主嗎？ 

答：基大老瑪和同盟的王殺敗了利乏音人、蘇西人、以米人、何利人、亞瑪力全地

的人、亞摩利人。 

註：利乏音人、蘇西人等都是身材高大文明的民族。利乏音人巴珊王噩。他的床是

鐵的，長九肘，寬四肘；換算公制，長 4 公尺，寬 1.78 公尺。 

二、v8~10 四王和五王戰爭結果如何？我容忍罪惡，心靈、生活失敗嗎？ 

答：所多瑪王和蛾摩拉王逃跑。西訂谷有許多石漆坑，有掉在坑裡的，其餘的人都

往山上逃跑。所多瑪王、蛾摩拉王犯罪作惡，戰爭只有失敗。 

三、v11~12 四王擄掠了什麼？我靠近罪惡，損失多多嗎？ 

答：四王就把所多瑪和蛾摩拉所有的財物，並一切的糧食都擄掠去了；又把亞伯蘭

的姪兒羅得和羅得的財物擄掠去了。當時羅得正住在所多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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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2／7 四 創世記十四章 13~24  救回羅得 

一、v13~16 亞伯蘭怎樣救回羅得？我不記前嫌，幫助有需要的人嗎？ 

答：亞伯蘭得知消息後，率領家中生養精練的壯丁 318 人，勇往無懼地追到但，夜

間分隊奇襲，殺敗四王；又追到大馬色左邊的何把，把被擄的一切財物、羅得、

婦女和人民都奪回來。 

二、v17~20 亞伯蘭怎樣接受麥基洗德的祝福？我以神的賜福為寶貴嗎？ 

答：撒冷王麥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帶著餅和酒出來，為亞伯蘭祝福：至高的神

把敵人交在亞伯蘭手裡，是應當稱頌的；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

亞伯蘭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來，給麥基洗德。 

三、v21~24 亞伯蘭怎樣處理所多瑪王的要求？我求神賜智慧處理家族財產嗎？ 

答：所多瑪王戰敗，人財兩失，沒有任何理由要求。他卻非常詭詐，好像自己很慷

慨，要求亞伯蘭把人口給他，財物給亞伯蘭。亞伯蘭知道所多瑪王詭詐邪惡，

不拿他的一根線、一根鞋帶。但同行結盟者應得的分，要任憑他們拿去。 

 

12／8 五  創世記十五章 1~6  藉信稱義 

一、v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什麼？我相信有神保護，不怕仇敵攻擊嗎？ 

答：耶和華在異象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

亞伯蘭打敗基大老瑪為首的四王，奪回財物。基大老瑪很可能報復，捲土重來

攻擊。亞伯蘭害怕，神要他不要害怕；因為神是他的盾牌，能抵擋一切仇敵的

攻擊。亞伯蘭不要所多瑪王的財物，神要大大賞賜他。 

二、v2~4 亞伯蘭有什麼困難？神說什麼？我相信神知道並解決心中的掙扎嗎？ 

答：亞伯蘭沒有兒子，承接他家業的是大馬色人以利以謝；再多的財富對他也沒有

太多意義。神應許從他所生的，才要成為他的後嗣，繼承產業。 

三、v5~6 亞伯蘭怎樣回應神？結果如何？我相信神的話，生活充滿希望嗎？ 

答：亞伯蘭順從耶和華的帶領，走到外面，數算眾星。耶和華應許他的後裔將要如

此。亞伯蘭相信耶和華的話，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亞伯蘭相信他將有兒子，

後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樣多，生活充滿希望。 

 

12／9 六  創世記十五章 7~20  與亞伯蘭立約 

一、v7~21 耶和華怎樣幫助亞伯蘭？我失望、懷疑時，求神堅定我的信心嗎？ 

答：亞伯蘭不能確定必得那地為業。亞伯蘭按耶和華的吩咐取一隻三年的母牛，一

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一隻斑鳩，一隻雛鴿。每樣劈開，分成

兩半，一半對一半擺列，只是鳥沒有劈開。日落天黑之時，有冒煙的火把從肉

塊中經過；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要把那地賜給亞伯蘭。 

註：立約的任何一方，若不守約，將會如牛、羊被分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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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二、v13~16 亞伯蘭的後裔何時得地？為什麼？我求神賜信心忍耐嗎？ 

答：亞伯蘭的後裔必寄居外邦人的地四百年，第四代回到那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

孽還沒有滿盈。亞伯蘭一生都不能得到那地，第四代才能。 

註：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滿盈，不可能悔改。約書亞進入迦南地時，除滅迦南人。  

三、v15 亞伯蘭未來如何？我願一生被神使用，平平安安到神那裡去嗎？ 

答：亞伯蘭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歸到他列祖那裡，被人埋葬。 

註：「歸到列祖」描述死亡。 

 

12／10 日  創世記十六章 1~6  夏甲懷孕 

一、v1~3 撒萊提出什麼建議？我先禱告，再提建議嗎？ 

答：耶和華應許亞伯蘭要生兒子，但撒萊一直沒有生。撒萊知道是耶和華不使她生

育。她沒有禱告，就建議把夏甲給亞伯蘭為妾，目的是從夏甲生兒子，算在自

己的名下。當時亞伯蘭八十五歲，撒萊七十五歲。 

註：就按當時的習俗，元配不能生子，可由婢女生子，算在自己名下。 

二、v4 夏甲懷孕後如何？我因成就，輕看應該尊重的人嗎？ 

答：夏甲懷孕後，就輕看撒萊。可能夏甲有這樣的思想：撒萊那麼久都不能生，已

經老了，不中用，不能生孩子。她一次就懷孕，比撒萊強多了。生出來的兒子

要繼承家族的財產，她是孩子的母親，太好了；撒萊算不得什麼。 

三、v5~6 撒萊有什麼回應？我禱告，不報復輕看我的人嗎？ 

答：撒萊得到亞伯蘭的同意後，就虐待夏甲。夏甲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本堂上主日(11/26)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39,400 元 

按月奉獻(62 筆) 398,444 元 

建堂奉獻(8 筆) 52,700 元 

感恩奉獻(38 筆) 93,000 元 

其它奉獻(3 筆) 15,000 元 

差傳奉獻(17 筆) 57,000 元 

代轉贈與(6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世界不安，人們需要福音，12 月各團契小組

的福音行動、12/24 教會崇拜與佈道會，眾肢

體有傳福音的心志，齊心廣傳福音領人歸主。 

□ 感謝神，聖誕節洗禮有 10 位報名。願約談順

利，通過者預備自己接受洗禮。 

□ 藉每天親近神，聖靈更新伉儷夫妻生命，增

加對主信心與倚靠。遇見困難專心倚靠主，

事情如意時感謝讚美主。 

□ 為兒童主日學十二月福音月禱告：12/10、

12/17「步步驚喜」闖關活動，以及 12/24 在

新安中心聖誕福音親子聚會，孩童與家長能

邀請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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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日本】林婷宣教士 

【兩難】 

10 月我回台灣參加差會所舉辦 4 年一次的聯合差傳年會，在其中我分享了我在

宣教上的軟弱。同時，我也回醫院做定期的追蹤檢查，感謝主，檢查結果的報告顯

示「正常」，所以，我得以重新回到日本的宣教工場繼續服事主。 

可以回台灣，見到主內的弟兄姊妹，可以回家探望父母親，實在很感恩。但是，

再重新回日本時，心中難免又沈重一些，因為父母親又比先前衰老許多，所以，心

中的牽掛又增加了一些。宣教士，或留或走都是兩難，唯有求能兩全其美的天父繼

續帶領與看顧。 

【回家】 

修子，是在中國偏遠的小村莊長大的婦女，因為母親（愛子）是戰後遺留中國

的日本人，所以，小時候常常被歧視、欺負、恥笑。後來，她在家庭教會信了耶穌，

成為家中第一個基督徒。信主後的她，努力帶領家人信主，她的丈夫和三個小孩都

信了主。她非常熱心服事神，不斷地領人歸主，在中國家庭教會中是位重要的同工。 

1972 年中日建交後，為貧苦的修子他們帶來改變的契機。母親—愛子是日本人，

原本是他們從小被欺負的原因，現在竟成了讓人羨慕的身份。原因是，日本政府開

始將戰後遺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接回日本。因此 20 多年前她們全家族隨著母親回到日

本山形縣定居。 

回到日本的修子一家人因為日語不好，就業困難，只能打打零工或從事勞力的

工作。禮拜天到日本教會聚會聽不懂講道，也無法與教會的弟兄姊妹溝通。修子和

家人因為生活、因為語言就停止了聚會，漸漸地也離神越來越遠了。 

最近修子的丈夫秋山義郎被診斷為肺癌，全家陷入愁雲慘霧中。我去醫院探望

時，除了為他禱告之外，提醒他們全家要回到天父的面前、回到神的家中。 

【感恩與代禱】 

一、感謝主，我手術後的第 3 次定期追蹤檢查的結果是正常。 

二、感謝主，七浜的容子已在 11 月 9 日決志接受耶穌為救主，求主繼續在她心中動

工，幫助她願意勇敢地受洗，為主作見證。 

三、請在禱告中特別記念港南家教會目前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禱告。 

1、患有憂鬱症的惠子、貴子、昌彌在這季節變化中身心靈大受影響，請為他們有

靠主剛強的心志禱告。 

2、子通連續 3 個月有腹瀉的現象，檢查結果是大腸癌。必須先做放射線治療使腫

瘤縮小之後再開刀。求主醫治並幫助子通在家人面前作見證。 

3、喜子和結子的未信主丈夫開始攔阻她們參加教會的聚會和崇拜。求主堅固她們

跟隨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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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代禱 

四、請為修子的丈夫秋山義郎罹患肺癌住院治療禱告。求主引導他們全家回到神的

面前，幫助他們在苦難中經歷神同在的平安與力量。 

五、聖誕節將到，求主使用我們的活動和聚會吸引人來歸向真神：12/3 山形秋山家

族聖誕會，12/5 港南家教會聖誕崇拜，12/7 健康操聖誕會，12/21 聖誕茶會，12/17

鹽釜教會聖誕崇拜，12/23 鹽釜聖誕會。 

六、長期駝背的父親，11 月中旬突然脊椎疼痛到無法忍受，到醫院才知道他脊椎的

關節有 2 節已經壓扁下陷，這形同骨折，我父親在 11/20 做脊椎手術打骨水泥。

求主憐憫醫治我年老的父親。 

「耶穌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

有苦難，但是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感謝主，祂知道、了解我們在世上有各種苦難，但祂應許我們在祂裡面有平安！ 

 

 

 

 

本週各項聚會及下主日各項教育訓練 
月、日 星 時 間 單 位 內 容 月、日 星 時 間 單 位 內 容 
12.3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基要真理-人與罪(上) 12.10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被囚與購田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我存在故我焦慮(上)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新生命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神的⼼意與聖經綜覽 新約歷史 
12.4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2.6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得救見證 12.7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見證分享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新生命 
  晚 7:00 社青團契 專題:十架救恩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孝道與敬祖 
        

12.9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威登堡風雲(下)    新約班：羅馬書 被棄與和好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十二月查經內容 
徒十六 1~10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
12.3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2.5 二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2.8 五 晚 7:30 郭道光  廖宜立  陶孟華  幼稚班 天使跟馬利亞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低年級 所羅門做王  王上三 4~28 
   29 組 305  中年級 以利亞大戰巴力先知 王上十八 

12.9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高年級 信⼼之父  創十⼀ 27~十二 20 
  中午 12:00 5、31 組新安 B0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中午 1:30 7、24、30 組 407、406  幼稚班 天使跟馬利亞 
   12 組 206  低年級 總複習 
  下午 3:30 16 組余智能  中年級 無論在何處  弗六 18~20 
  下午 5:30 19 組蔡秀美  高年級 信⼼之父  創十⼀ 27~十二 20 
  下午 6:00 2 組邱玲玲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全能的上帝  王上十七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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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

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

賜給他。（雅各書一章 5 節）  

綜合消息： 

聖誕節洗禮造就：12/10 下主日 12:00 在新安

梯廳用餐，13:00 在新安 301 室上課，請通

過約談者務必參加。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5～

7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信徒聚會： 

宣教分享：今天 14:30 在 205 教室，由德裔

宣教士夏義正牧師，分享台灣泰勞福音事

工，歡迎參加，拓展宣教視野。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明天 12/4 上午 10:00 在

新安 301 室舉行，請姊妹們參加。 

聖誕佈道會禱告會：12/10 下主日 13:00〜

14:00 在 205 教室，請弟兄姊妹參加。 

徵召服事： 

草漯聖誕晚會陪談徵召：12/9 週六下午到晚

上，地點：桃園草漯國中大禮堂。請洽二樓

服務台登記或教會分機 30。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2/14（週四）19:30 在南

京堂三樓大堂，由蔣大雄弟兄主講「認識

你」，歡迎參加。 

2018 年寒假學生營會：2/5~9 大專靈修營

「ACTS」於埔里謝緯營地；2/9~12 高中靈

修營「Anti-Daily」於埔里謝緯營地；2/9~12

國中靈修營「走出去」於埔里水頭山莊。報

名洽莊舒華、龍浩雲傳道。2018/1/1 截止。 

肢體消息： 

生產喜訊：許峻嘉弟兄、羅家懿姊妹 11/30

蒙主賜一男嬰，母子均安，感謝神。 

 

2017 各團契小組聖誕節特別聚會預告 

日期時間 節目內容 

12/9~23 教會小組聖誕福音茶會 

12/14（四） 

18:30~21:00 

社青團契聖誕福音茶會 

（新安 B01） 

12/15（五） 

19:30~21:00 

佳美團契聖誕福音茶會 

（新安大堂） 

12/16（六） 

15:30~19:00 

伉儷團契福音茶會 

（新安大堂、B01） 

12/21（四） 

14:00~16:00 

姊妹會聖誕福音茶會 

（新安大堂、B01） 

12/22（五） 

18:30~21:30 

惠林陪讀班 

親子聖誕餐會（新安 B1） 

12/23（六） 

14:00~17:00 

路得團契年終感恩茶會 

（新安 B01） 

12/23（六） 

18:30~21:00 

大專團契聖誕聚會 

（新安大堂） 

12/24（日） 

10:00~12:00 

國高團契聖誕聚會 

（新安 B01） 

12/24（日） 

10:00~12:00 

兒童聖誕親子福音聚會 

（新安大堂） 

12/24（日） 

13:00~14:20 

19:00~20:20 

聖誕佈道會 

（南京堂大堂） 

您可以手機掃描以下 QRcode 

獲取聖誕聚會消息與代禱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