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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1953 年 6 月 14 日獻堂 

 

2018 年 1 月 7 日  第 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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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讚美 1  讚美 8  讚美 8  讚美 119 

禱告…  張緯綸  黃喻鈴  楊伸崇  林姿如  張世民 

獻詩…  成長     救主在呼喚     
啟應…  詩 1 篇  詩 1 篇  詩 1 篇  詩 1 篇  詩 139 篇 

頌讚…  讚美 216  讚美 216  讚美 216  讚美 216  讚美 366 

讀經…  羅十二 1~2 羅十二 1~2 羅十二 1~2 羅十二 1~2 加一 15 

講題…  心靈新境界 心靈新境界 心靈新境界 心靈新境界 把我們從母腹裡 

              分別出來的神 

證道…  程世光  程世光  程世光  程世光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259  讚美 259  讚美 259  讚美 259  讚美 376 

祝禱…  程世光  程世光  程世光  程世光  范大陵 

司琴…  施慧慈  凌旺楨  施心玫  李弘恩  林貝蓁 

招待…  王子美  林春梅  王毓鈞  王瑞欽  王麗華 

  林玉書  連素玲  陳家恩  汪碧玲  林石蕾 

  張  萍  劉珊如  陳家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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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川生  汪川生  陳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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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成⻑ 

像株入土後的樹，祢讓我擁著泥香，吸吮著生命的暖流，暖流如那亙古的跫音，在我靈裡震盪。 

＊雖有野草荊棘的排擠，樹根卻往下札得更牢（第二次：更深）， 

也有狂風暴雨的打擊，葉子落了再生，枝子斷了再長（接＊）， 

成長的手不停的撫摸著創傷，傷痕蛻變成十字架的光芒， 

美麗的一如那秋割時的歡樂，雙手吻著金黃的果實， 

心靈跳躍在白雲上，是神賜給我應許的地土，深深的札根後，不屈不撓地往上長。 

主啊感謝祢，我有夢，夢在飛揚，在這豐饒的地土。 

恩愛團契詩班獻詩（第三堂）：救主在呼喚 
親近我，救主在呼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親近我，並讓我帶領你脫離黑暗入光明。 

親近我，當你心憂煩。將重擔交我手裡。尋找安息所，心靈得穩妥，你重新得著能力。 

親近我，救主在呼喚，我要賜你真平安。親近我，救主在呼喚，你內心將無爭戰。 

我要走在你的前頭，藏你在翅膀下的避難所，親近我。 

信靠我，救主在呼喚，我是你守護高檯。信靠我，在你痛苦時刻保護你免受遭害。 

信靠我，當你靈饑渴。我將賜你杯和餅，我為你流血，我為你擘餅，賜給你永恆生命。 

親近我，救主在呼喚，我要賜你真平安。親近我，救主在呼喚，莫留戀世俗萬般。 

我要走在你的前頭，藏你在翅膀下的避難所。親近我，親近我。到我翅膀下避難所，親近我。 

本週各項聚會及下主日各項教育訓練 
月、日 星期 時 間 單 位 內 容 月、日 星期 時 間 單 位 內 容 

1.7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基要真理:恩典(下) 1.14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公義的苗裔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大夢想家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如何靈修 
1.8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10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為何需要禱告 
1.11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健康講座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晚 7:00 社青團契 聖經看金錢/奉獻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意與聖經綜覽 神的引導 
1.13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聖潔跟你想的不

⼀樣(下) 
   

       新約班：羅馬書 合乎中道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月份查經內容 
徒十六 11~25 
徒十六 25~40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7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8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9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幼稚班 耶穌愛小孩  可十 13~16 

  晚 7:30 ⽯⻑豐  低年級 所羅門建聖殿 王上六 1~22、37~38 
1.12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廖宜立 陶孟華  中年級 以利亞和以利沙 王上十九 19~21、王下二 1~15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高年級 勇救羅得 創十四 1~3、10~24 
   29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13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幼稚班 奇妙的創造  創⼀〜二 3 
  下午 1:30 12 組 206  低年級 上帝必看顧  王上十七 17~24 
  下午 2:30 30 組 207  中年級 無論在何處  弗六 18~20 
     高年級 勇救羅得 創十四 1~3、10~24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獨⼀的真神上帝 王上十八 16~24 



 -3-

講 壇 

 

 

        異象、使命、激情（上） 
 

饒孝楫 

讀經：太廿四 14、徒廿六 18、19、林後五 14、15

首先，我要謝謝教會一直為我禱

告，因為前不久，我發現了攝護腺癌第

三期，明天我要去台大醫院，醫生會告

訴我要用什麼樣的治療，大概是用放射

性治療，要做八個禮拜，每個禮拜五次，

希望能夠有好的效果，一切都交在主的

手裡，謝謝很多弟兄姊妹為我禱告。我

們今天能夠繼續一起來分享主的恩典，

我們要獻上感謝。 

今年是校園團契 60 週年，校園團契

40 週年的時候，我在這裡也分享了一些

學生工作的使命。我平常主日崇拜不講

這些，我的好朋友林治平弟兄，無論到

什麼地方，都會講宇宙光的事工，因為

他的心裡充滿了宇宙光。我的心裡也充

滿了校園團契，但是我覺得主日崇拜還

是少講自己所做的工作。但是，今年 60

週年，20 年前我講了一次，現在我再講

一次，再過 20 年，我應該就不可能講了，

那時我就快要 100 歲了。所以，這次大

概是最後一次我能夠在教會裡面分享學

生工作的使命。 

我在校園團契服事已經超過 52 年，

從 20 幾歲做到現在 79 歲，明年 80 歲。

很多人向我挑戰說，你這麼老了，還做

學生工作，我不嫌棄自己老，他卻嫌我

老。我覺得自己還是很年輕，雖然我不

能說自己才 18 歲，這樣太肉麻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現在才 40〜50 歲，還

是有那個活力在。為什麼能夠持續在一

個機構做 50 多年，50 多年如一日，我當

初如何興奮，如何熱情，今天還是一樣，

因為有異象、使命和激情，這就是我們

今天的主題。 

有人一聽到「異象」就害怕了，以

為奇異的現象，這是中文，不對的，這

不是這個字原來的意思。「Vision」，現

在最時髦的翻譯是「願景」，光明的前

景。我們每一位基督徒有一個偉大的願

景，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聖經所啟示

的，是聖經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信息，就是神要建立祂的國度。 

我們剛才念的啟應文，不知道是哪

位選的，真的是非常棒。經文中間就有

說：祢的國是永遠的國，祢的權柄存到

萬代。神的國是永遠的國，地上的國都

要被震動，地上的國都要消失。中國的

漢朝帝國在哪裡？唐朝帝國在哪裡？羅

馬帝國在哪裡？世界上那些赫赫、不可

一世的君王在哪裡？一代一代都過去

了，唯有神的國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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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聖經裡頭最重要的信息，從創世記

一直到啟示錄講到神的國。創世記 17 章

6 節說「…… 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

而 出 。 」 雖 然 那 個 國 度 原 文 並 不 是

Kingdom，而是 Nation，不過它有同樣

含意。上帝要建立祂的國，舊約以色列

人以為他們就是神的國。不！上帝的國

比以色列大的多，是要在全人類中建的

國。所以詩 67 篇中說，願祢光照我，好

叫世界得知祢的道路，萬國得知祢的救

恩。在舊約時代就已經說到，救恩要臨

到萬國，在聖經裡面充滿了國度的信息。 

馬太福音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

國，即天國。但是我們讀馬太福音的時

候，常常忘記，天國出現，好像跟我無

關，好像是很遙遠、很含糊的東西，太

抽象的東西，就跳過去了。讀經不可以

像是過逾越節，喜歡就讀，不喜歡就跳

過去，要仔細的讀，要認真讀。 

耶穌教導門徒禱告時候說，願祢的

國降臨。而且他也說：你們要先求神的

國和神的義。馬太福音 13 章裡面講到天

國的信息，在 25 章裡面講到天國的信

息，充滿了神國度的信息。很多的時候，

神的兒女視而不見，神一定要建立祂的

國。那麼神要建立祂的國，到底是什麼

意思呢？法利賽人曾經在路加福音 17 章

裡面問耶穌說，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

回答說：神的國幾時來到，不是我們肉

眼能夠看見的，是一個無形的。你們也

不可以說，看哪，神的國在這裡，神的

國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

神的國就在我們心裡，這是什麼意思

呢？而且下面小字說，神的國就在你們

中間，就在你們心裡是個人性的，就在

你們中間是群體性的，我們今天早上要

來解釋什麼是神的國。 

詩篇 103 篇 19 節說，「耶和華在天

上立定寶座；祂的權柄（原文是「國」）

統管萬有。」權柄下面有幾個小字說

「國」。神的權柄就是神的國，神的國

就是神的權柄。所以說到神的國就是神

要掌權。耶穌說神的國在你們心裡，就

是當一個人信了主耶穌，而且讓耶穌基

督在他的心裡作主、做他的王，讓耶穌

掌管他的人生，就是神的國臨到我們心

裡。若是我們的教會讓神掌權，我們的

教會就是神國的呈現。我相信我們的教

會是讓神掌權，透過神所揀選的長老、

執事、同工，和眾弟兄姊妹的禱告，讓

神在我們中間掌權做王。所以我們今天

傳的福音是天國的福音。馬太福音 24 章

14 節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

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很可惜我們今日在教會中常常聽到

的福音，不是天國的福音，天國的福音

就是神掌權的福音。我們卻常常傳以人

為中心的福音：來信耶穌，信了耶穌你

的問題就能解決，信了耶穌你就有健

康，信了耶穌你的事業就會發達，信了

耶穌你的兒女就會考上建中、北一女。

沒有這回事，聖經中沒有這樣的應許。

聖經說，凡跟隨主的，要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跟從主，而且要捨己背十字架跟

從主，是要付代價的。意思就是說，放

下我們個人那小小的野心，而讓耶穌基

督在我們的心中作主作王，讓祂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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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中掌權。這樣的人就是進入神的

國，神的權柄臨到我們身上，這是聖經

所傳講的重要的信息。這是我們的異

象，你相信，神的國要來臨；你不相信，

神的國還是要來臨。等到有一天，神的

國完全實現的時候，那個時候你才恍然

大悟，那已經來不及了。我們今天應該

認真禱告讀聖經，讓神國的信息充滿在

我們心中，就是上帝掌權的信息，也是

上帝掌權的人生。 

無論你什麼工作，無論你什麼身

份，無論你在什麼地區，無論你是怎樣

的生活形態，每一個人的一生都是讓神

掌權。有了這樣的 Vision，有了神國度

的 Vision，我們才會產生一個有使命感

的人生。保羅就是對神的國度深深瞭

解，有深刻體驗。在他 13 封書信中，沒

有一封書信不談到神的國，或是神的權

柄。（下期待續） 

************************************************************************ 

2017 年聖誕節洗禮受洗見證之二 

張敉綺 

    雖然從小到大，生長在基督教家庭，我知道基督教是我的信仰，教會教導我們

要禱告，禱告對我來講跟一般民間信仰的人一樣，變成一種保庇，遇到問題，才禱

告，才想到神這樣，所以那份感動總是一陣一陣的。當時常會覺得，身邊有很多人，

即使沒有信仰，生活感覺也很快樂順遂。 

    一直到媽媽中風生病，對我來說，打擊很大，因為以前回家我都會跟媽媽聊我

在學校發生的事，突然回家沒有人可以講，這樣的轉變，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上帝

要讓我們經歷這些事情，那一陣子，我變得很負面，很容易怨天尤人，後來也因為

一段感情結束，對方是很正面樂觀的人，我才開始思考反省自己，今天自己是基督

徒，卻表現得這麼負面又很愛嫌東嫌西，這樣子的我要怎麼傳福音？後來決定開始

參加教會的主日課程，從中得到神的話語安慰我，從詩歌中得到鼓勵，小組的屬靈

夥伴彼此分享代禱，小組長也鼓勵我們寫靈修筆記，那時候我開始強迫自己試著寫

靈修筆記，把每一次讀經的感動寫下來，真的覺得差很多，並把生活中的恩典記錄

下來，我發現自己沒有像以前那麼負面，感謝主，不斷的調整我，陪伴我。所以在

去年我有確切想受洗歸主的感動。 

    然而當我有這想法出現，才發現正是受試探的一場爭戰。今年初轉職到海運，

原以為對新工作充滿期待和挑戰，才看到所謂的職場黑暗面，因為完全沒有經驗，

海運業每個國家規定，每家客戶特性也不一樣，散貨、整櫃處理方式也都不一樣，

一時之間要我熟悉流程和規定，對我來說真的非常吃力，當時帶我的人，非常不願

意教我，態度很差，很多東西都丟給我這個菜鳥，原本以為在一間離家離教會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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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上班，我可以準時去參加團契，沒想到當時天天加班，只是看加到幾點而已.....

如果船一延誤，更是一進公司沒辦法休息大加班。當時我很沮喪，換工作不知道是

好是壞，身邊的朋友都說現在加班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海運這環境，又加上同事的

霸凌，我想到我要這樣度日子，又開始很負面很憂鬱，於是，我就禱告問神，問神

為什麼把我帶到這裡，感謝主，即便環境很糟糕，很沮喪，但是神一直都在我身邊，

放很多天使幫助我，當時海運就有同事看的出來我被霸凌，默默的幫助我，而且她

自己本身也要加班，我開始在記錄生活中的恩典，不想再被負面情緒綑綁，並且繼

續禱告求神帶領我工作，就這樣。感謝主現在帶領我到新的工作，雖然一樣很多東

西要學，一樣有很多挑戰，一樣會有挫折，但是我想把這些問題都交託給主，不再

是靠自己的力量，後來慢慢體會到，即便受試探那瞬間感覺離主很遠，但也正是因

為靠著主的力量，讓我經歷到上帝的奇妙恩典，上帝所做的，總是超乎我們所求所

想的，讓我更親近祂，撒旦總是攻擊我們害怕，會憂鬱會在意的事物，但只要對主

有信心，一定能靠主的力量得勝！ 

 

黃美韶 

    我從小就身處在充滿神的環境，我們家不是基督徒家庭，卻充滿著神的愛與溫

暖。小時候懵懵懂懂跟著媽媽去兒童主日學，卻只記得那裏有好吃的點心；好玩的

遊戲，還有要奉獻。當然那時並不清楚為何要奉獻。後來，在出生以來就參加的在

家教育童心共學小組中，老師帶著我和同學們一起讀聖經、背經文，回到家裡也持

續努力親近神，寫靈修筆記，在心中跟神對話。從不知道上帝是誰，為什麼耶穌要

來到世上，紅海怎麼可能分開，一直到親筆在靈修筆記寫下「上帝會公平的賞賜義

人；也會公義的懲罰罪人。祂必來救贖祂僕人的靈魂，讓僕人不至於被定罪。」開

始追求神。而且還在營會中司琴，用音樂詩歌敬拜讚美神，經歷祂的同在與感動，

直到現在在新安中心穩定聚會。經過了這麼多年，感謝上帝從我走路都還走不穩的

時候，就已經牢牢地扶住我，看顧我接下來所要走的路。今天終於，要真正接受祂

為我的救主，相信祂會帶領著我，一步一步踏穩地走向祂已經為我預備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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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創世記 

1／8 一  創世記廿四章 42~49  美好的品格 

一、v42~46 老僕人怎樣稱呼耶和華？我效法好榜樣，信靠順從神嗎？ 

答：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神。亞伯拉罕一生走信心的路，老僕人跟隨亞伯拉罕

同樣走信心的路。為以撒娶妻，他再次經歷神可信可靠。 

二、v47~48 老僕人給利百加什麼裝飾？我學習殷勤、樂於助人嗎？彼前 3:3~6。 

答：利百加給老僕人水喝，又打水給駱駝，有各樣美德，是神預備給以撒的妻。老

僕人把極貴的金環戴在她鼻子上，金鐲子戴在她兩手上。 

註：當時，以帶鼻環為美麗、高貴。今日印度女子仍帶鼻環。 

三、v49 老僕人期待什麼？我禱告，得到神所賜的慈愛嗎？ 

答：老僕人期待利百加的父兄、家人以慈愛誠實待亞伯拉罕，答應他的請求。亞伯

拉罕富裕、有地位、美好的靈命，仍需要慈愛誠實。 

 

1／9 二  創世記廿四章 50~60  出於耶和華 

一、v50~53 拉班、彼土利怎樣作決定？在重大事情上，我願完全順從神嗎？ 

答：他們知道利百加婚娶的事，是出於耶和華，不可攔阻；答應利百加照耶和華所

說的，成為以撒的妻子。老僕人就將金器、銀器和衣服送給利百加，母親和哥

哥得到寶物。 

二、v54~58 老僕人提出什麼要求？利百加怎樣回應？我禱告立刻順從神的話嗎？ 

答：第二天，老僕人要求讓他回迦南地去，利百加當然要跟著去。利百加的哥哥和

母親認為最少再住十天才離開。但利百加願意馬上與老僕人同去。 

三、v59~60 怎樣為利百加祝福？我禱告完全順從聖靈，勝過罪惡誘惑嗎？ 

答：願利百加作千萬人的母親，後裔得到仇敵的城門。利百加的後代千千萬萬；並

且勝過仇敵。他們是得勝者，而不是戰敗作奴隸，被踩在腳下。 

  

1／10 三  創世記廿四章 61~67 娶利百加 

一、v61~63 利百加如何？以撒如何？我跟隨主，每天靈修，默想神的話嗎？ 

答：利百加帶著她的使女們，騎上駱駝跟著老僕人。天將晚，以撒出來在田間默想，

等候他將要娶的妻，開始新的生活。 

二、v64~65 利百加怎樣預備被娶？我生活聖潔，預備自己，等候主耶穌再來嗎？ 

答：利百加舉目看見以撒，就急忙下駱駝問老僕人，知道來迎接的是以撒。她就拿

帕子蒙上臉，預備被娶。 

三、v66~67 老僕人如何？以撒如何？我從神得安慰，脫離沮喪消沉嗎？ 

答：老僕人將一切事告訴以撒，使以撒知道神賜通達的道路，新娘利百加美貌有好

品格。以撒就娶利百加為妻，並且愛她，開始新的生活。神安慰了以撒的心，

脫離喪母之痛的哀傷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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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11 四  創世記廿五章 1~11 亞伯拉罕過世 

一、v1~6 亞伯拉罕怎樣安排晚年？我求主賜智慧，安排晚年嗎？ 

答：男人不重生活細節，晚年需要女人照顧。亞伯拉罕就娶基土拉為妾。基土拉生

了六個兒子。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趁著自己還在世之時，給這

些庶出的眾子禮物，打發他們離開，免得日後爭遺產。 

註 1：父親有權柄，打發庶出的眾子離開。 

註 2：v6「財物」是禮物。當時風俗，給或不給禮物都可以。 

二、v7~10 亞伯拉罕離世時如何？我靠主，脫離敗壞，天天有平安嗎？ 

答：亞伯拉罕壽高年邁，氣絕而死；他不是病死，受許多折磨，而是平安離開。他

兩個兒子把他埋葬在麥拉比洞。 

註：「歸到他列祖那裡」意思是「和他列祖一樣死亡」。 

三、v11 神怎樣對待以撒？我相信神的應許，順從神，蒙神賜福嗎？ 

答：神按著祂的應許賜福給以撒。以撒靠近庇耳拉海萊居住，在那裡神曾眷顧夏甲。 

 

1／12 五  創世記廿五章 12~18 以實瑪利的後裔 

一、v12 怎樣描述夏甲？我常常禱告，脫離壞習慣、錯誤的思想觀念嗎？ 

答：夏甲是埃及人撒拉的使女。雖然亞伯拉罕娶夏甲為妾，並且生了以實瑪利，夏

甲仍是撒拉的使女。使女就是女奴隸，必須完全順服女主人。信徒的罪得到赦

免，可以靠主耶穌，勝過一切罪惡、壞習慣，不作罪的奴隸。 

二、v13~16 以實瑪利後代如何？我順從神，希望神的應許實現嗎？ 

答：以實瑪利生了十二個兒子，這些兒子照他們的村莊、營寨，作了十二族的族長。

神曾應許亞伯拉罕、夏甲，以實瑪利的後裔要成為大國，創 21:13、18。 

三、v17 以實瑪利的子孫住在哪裡？我相信神的話必定實現嗎？  

答：他的子孫住在他眾弟兄的東邊，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珥，正在亞述的道上。

這應驗了神對夏甲所說的話，創 16:12。 

 

1／13 六  創世記廿五章 19~26 以掃、雅各出生 

一、v19~26 利百加不生育，以撒如何？我沒有埋怨，為所愛的人禱告嗎？ 

答：雖然神應許，從以撒生的才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創 21:12。以撒 40 歲結婚，經

過十八、九年，妻子都沒有懷孕。以撒相信神的應許必定成就，沒有埋怨，只

為妻子利百加祈求。耶和華就應允他的祈求，使他的妻子懷孕。 

二、v22~23 利百加懷孕時如何？怎樣解決？有困難掙扎，我就祈求神嗎？ 

答：利百加懷的是雙胞胎，兩個孩子在腹中彼此相爭，她痛苦到無法忍受，說：若

是這樣，我為什麼活著呢？她去求問耶和華。耶和華說：兩國在妳腹內，兩族

要從妳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三、v24~25 利百加生產時如何？我相信神的話，順從神嗎？ 

答：生產時，果然是雙胞胎。先出生的哥哥，身體發紅，渾身有毛，如同皮衣；就

給他取名叫以掃。後出生的弟弟抓住以掃的腳跟，就給他取名叫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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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14 日  創世記廿五章 27~34 長子的名分 

一、v27~28 孩子個性如何？父母如何？我遵行神的話，並教導子女嗎？ 

答：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棚裡。以撒愛以掃，因為

常吃他的野味，卻沒有教導遵行神的話，把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深深刻在孩

子心上，創 18:19。利百加愛雅各；雅各安靜在帳棚，可能利百加告訴雅各，神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長子名分的重要、大的要服事小的。 

二、v29~30 以掃提出什麼要求？我順從聖靈，學習節制嗎？ 

答：以掃從田野回來，累昏了；要求雅各把所熬的紅豆湯給他喝。以掃沒有節制，

累到要昏倒的程度。 

三、v31~34 雅各要求什麼？以掃怎樣回應？我重視或輕看基督徒的身份嗎？ 

答：雅各要求以掃把長子的名分賣給他。以掃認為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長子名分

無關痛癢，答應出賣。雅各進一步要求起誓；以掃就起誓，賣了長子的名分，

得到餅和紅豆湯，吃了喝了，就走了。以掃輕看長子的名分，因為在他看來，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得迦南地、後裔多如天上的星，虛無飄渺；沒有地，也沒

有很多孩子。 

************************************************************************ 

 

本堂上主日(12/31)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7,120 元 

按月奉獻(77 筆) 684,620 元 

建堂奉獻(9 筆) 89,200 元 

感恩奉獻(47 筆) 224,100 元 

其它奉獻(5 筆) 31,000 元 

差傳奉獻(21 筆) 88,000 元 

代轉贈與(8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求主保守政府團隊合宜地處理兩岸衝突、一

例一休、空氣污染等問題，建立善良和諧的

社會風氣。 

□ 長傳教執同工們身心靈健壯，敏銳聖靈的引

導、有智慧與恩典牧養治理教會。 

□ 新的一年信徒立志每天好靈修，靈命天天更

新長進。弟兄姊妹渴慕追求真理、勇敢為主

傳福音，並在團契、小組生活中經歷主恩。 

□ 為兒主各班教師，在備課、班級經營與教

學，有智慧面對孩童不同需要與狀況，陪伴

與教導孩童，在主裡遵行神的話語學習彼此

相愛。與神有活潑的關係，在神的話語裡有

豐盛的生命；在工作、家庭、生活的各種忙

碌壓力中，信靠主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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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我們的神啊，祢是至大、至能、

至可畏、守約施慈愛的神。(尼希米記九章

32 節上) 

綜合消息： 

「一代神僕—吳勇長老」系列節目：1/12~26

日上午 7:30 於好消息電視台上映。請觀賞，

藉此鼓勵每一位基督徒學習成為神的僕

人，服事神、服事人。 

公告：本堂配合大樓安全管理需要，自 2018

年 1 月起，後門只出不進，請會眾由南京東

路正門進入教會。 

公告：教會為幫助本堂青少年學生完成國內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學業，辦理免息資助學

費，有此需要者，請向江貞賢姊妹索取表格

申請。（1/21 截止） 

公告：為配合會計師財簽暨相關年度會計結

帳之作業，請各部組同工於 107 年 1/15 前儘

快申報 106 年度費用。 

長老傳道執事聯席會議：今天 14:30 在南京

堂 205 室舉行，請長執傳道同工參加。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7～

9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信徒聚會：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明天 1/8 上午 10:00 在

新安中心 301 室舉行，請姊妹們參加。 

拜早年活動：1/14〜2/11 探訪 70 歲以上信徒

及 65 歲以上未信親友。1/14（日）12:10〜

13:00 在 404 室行前說明，需探訪者請至二

三樓服務台填表投入奉獻箱。（1/12 止）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聚會：1/14 下主日 14:00 於南京堂

205 室，主題：新年新異象與團契介紹，歡

迎夫妻踴躍參加。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11（週四）19:30 在南

京堂三樓大堂，由許超彥弟兄、黃述忱姊妹

主講「逆轉人生」，歡迎參加。 

課程訓練： 

成人主日學 1〜3 月課程：今天開始上課 

◎ 主日上午 8:00〜9:00 

舊約班─耶利米書：403 室 

◎ 主日上午 9:30〜10:30  

信仰講座 A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A─教會生活：403 室 

靈命進深班─向下扎根：404 室 

◎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404 室 

新約班─羅馬書：407 室。 

信仰講座班：每主日上午 9:30、11:00 兩時

段於 405 室上課，歡迎邀請參加。 

聖盃的考驗 

對象：國中生與小學六年級學生 

時間：1/20（六）10:00～15:30 

地點：南京東路禮拜堂三樓 301、梯廳 

＊同時段有兩場家長專題：302 教室 

上午場 10:00~12:30： 

如何面對電玩少年 

下午場 13:10~15:20： 

如何陪伴孩子走過國中生活 

請掃描 QR Code 上網報名 

 

學生與家長報

名 費 皆 每 人

100 元，當場報

到時繳交。當日

活動供應簡便

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