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1953 年 6 月 14 日獻堂 

 

2018 年 1 月 14 日  第 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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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讚美 9  讚美 2  讚美 2  讚美 20 

禱告…  洪嘉隆  林光宇  邱創朝  吳玉芳  王子光 

獻詩…        願我的心讚美神    
啟應…  詩 34 篇  詩 34 篇  詩 147 篇 詩 147 篇 詩 66 篇 

頌讚…  讚美 300  讚美 300  讚美 198  讚美 198  讚美 232 

讀經…  帖前五 16~18 帖前五 16~18 可一 29~34 可一 29~34 約十一 45~十二 11 

講題…  常常 不住 凡事 常常 不住 凡事 福音的蝴蝶效應 福音的蝴蝶效應 耶穌眼中的美麗與醜陋 

證道…  王寓文  王寓文  汪川生  汪川生  陳正宏 

頌讚…  讚美 303  讚美 303  讚美 341  讚美 341  讚美 267 

祝禱…  王寓文  王寓文  汪川生  汪川生  陳正宏 

司琴…  錢恩宇  林伶美  許中玫  徐四平  劉貞延 

招待…  王若軒  王慧琴  石志峰  徐啟仁  林瑞玉 

  丘麗安  陳春梅  陳志宏  游美雲  程怡文 

  楊慶芳  張惠芳  楊江龍  李寒宣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黃光含 

 

 

  

 本堂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10 號  TEL：2567-0840      FAX：2567-0510 
郵政劃撥帳號：18688529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教會統⼀編號：04121809 
銀行帳號：（代碼 012）台北富邦銀行城東分行 220102159802 (轉帳或存現，請傳真教會告知姓名及奉獻別) 
網路電子信箱：nkec.org@msa.hinet.net      教會網站：www.nkec.org.tw   
惠林全人成⻑中⼼ 地址：台北市建國北路⼀段 33 巷 47 號 1 樓  TEL：2771-7334  FAX：2778-3793 
新安全人成⻑中⼼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0 號 3 樓  TEL：2777-1646  FAX：2777-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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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願我的心讚美神 

願我的心因讚美神，在罪中得自由，專心體會救主寶血，甘願為我傾流， 

願我的心降服順從，俯伏救主座前，單單聽從基督話語，唯主耶穌掌權。 

願我謙卑柔和的心，真誠信靠真理，無論在世或遇死亡，不能與主隔離， 

願我的心得著更新，充滿神聖慈愛，求塑我心像主純全心懷。 

哈利路亞！我要盡一生用喜樂服事主。哈利路亞！我要全心全意讚美主。 

為我創造純潔的心。使我心靈更新，祢無限恩典洗淨我，使我喜樂歡欣。 

求祢賜下豐盛恩福。從天沛然降臨。懇求主將祢慈愛美名，永遠刻印我心。 

哈利路亞！我要盡一生用喜樂服事主。哈利路亞！我要全心全意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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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信⼼ 1.21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預⾔⻄底家被擄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查經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理性良⼼與信仰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如何禱告 
1.15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17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細嚼慢嚥 1.18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我喜愛的歌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理性良⼼與信仰 
  晚 7:00 社青團契 以弗所書第十二課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意與聖經綜覽 抵擋魔鬼 
1.19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讀本好書：天路歷程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羅馬書 聖徒的品行 
1.20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查經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月查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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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日 中午 12:30 33 組 405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下午 1:30 1 組 402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幼稚班 浪子的比喻  路十五 11~32 

1.15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蔡秀美  低年級 天使報喜  路⼀ 26~38 
1.16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中年級 以利沙看顧窮寡婦  王下四 1~7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亞伯蘭約  創十五 1~10、12~18、十七 6~8，11 
1.19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32 組 B02  34 組 304  幼稚班 神造萬物美好  創⼀ 4、10、12、18、21、25、31 
1.20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低年級 不是上帝的對手  王上十八 

  下午 2:30 17 組 203  中年級 我們的領袖  撒上十六 14~23 
  下午 3:00 石美姬  24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亞伯蘭約  創十五 1~10、12~18、十七 6~8，11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垂聽禱告的上帝  王上十八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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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異象、使命、激情（中） 
 

饒孝楫 

讀經：太廿四 14、徒廿六 18、19、林後五 14、15

羅馬書十四章 17 節說，神的國不在

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

的喜樂。那個吃喝，不是我們吃飯的吃

吃喝喝，而是宗教禮儀的吃喝。神的國

不在乎宗教禮儀，吃什麼喝什麼的問

題，而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說，血肉之體不能夠

承受神的國。將來神要給我們一個屬靈

的身體，才能夠進到那永恆的國度。加

拉太書說，那從情慾所生的，有許多的

污穢敗壞，這樣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

國；以弗所書說，我們是與聖徒同國；

腓立比書說，我們是天上的國民；歌羅

西書說，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

們牽入愛子的國裡。國度的信息處處都

瀰漫在聖經中，所以，保羅是一位有國

度異象的傳道人。因此，在他的人生中，

上帝給他非常清楚的使命，那就是作外

邦人的使徒。當初的猶太人都以為，神

的國只是給猶太人和以色列人，他們錯

了。其實神的國是普世的，所有的人都

可以進入神的國。 

教會剛剛開始的時候，主耶穌差派

保羅作外邦人的使徒。使徒行傳第 22、

24、26 章，保羅在耶路撒冷、該撒利亞，

被押解到羅馬去受審的路途中，有三次

作見證。26 章是最後一次，他在大馬色

的路上，主向他顯現，他被大光四面照

著，仆倒在地。他說：「主啊，你是誰？」

耶穌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你

起來，我要差派你，差派你往他們那裡

去。」「他們」就是外邦人，「要叫他

們眼睛睜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

旦的權勢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

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保羅

得到了一個明確的使命，所以他就在亞

基帕王面前說：「亞基帕王啊，我故此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天上

的異象」就是神要建立祂的國，而且這

個國度是要臨到外邦人。神給保羅一個

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命。 

每一個認識神國度、知道神要建立

祂國的人，都必然會得到一個使命感的

人生、有異象的人生，不會是沒有使命

的人生。有使命感的人必然是一位有異

象的人。我們都相信，都接受上帝要建

立祂的國。那我們就禱告說：主啊，既

然我相信，那在我人生中、在我活在世

上的年日中，祢給我的使命是什麼？在

我的職場、在我的專業、在我工作的崗

位、在我所在的環境、我的家庭、我所

居住的地方，我要如何為祢作見證？如

何成為祢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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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我們都有神國度的異象，神要建立

祂的國，而且我們要傳天國的福音。那

我的使命是什麼？就是接下來要說的。 

上帝給校園團契的使命，就是在學

生群體中傳揚福音，造就門徒，讓他們

進入神的國，讓他們繼續傳揚神國的福

音。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所以傳揚天

國福音是校園團契核心價值，是我們一

個最重要的使命。 

也許有些弟兄姊妹還不知道，我們

校園團契在羅斯福路四段 22 號，台灣大

學對面。很多人去過校園書房，我們的

那一棟大樓，在前幾天就開始圍起來

了，因為我們已經過兩年的禱告和尋

求，然後經過精密的設計，現在我們要

把它拆掉，要蓋一棟更高更大的樓，裡

面有更多可以讓學生活動的地方，有文

創中心、文創展示廳、小劇場、小音樂

廳，讓許多的學生到那裡去，可以透過

各種文化的活動，能夠接觸到福音。當

然我們也有大的講堂，在那裡也常常會

有特別的聚會，三、四、五樓都是聚會

的場所，希望能夠做好隔絕，不要有太

多的雜音和光線，我們沒有開大窗，而

是設計開小窗。而這些小窗是如何開的

呢？「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作見證」，我們就把這一句聖經，用盲

人的點字，每一個點就把它擴大成一個

小窗，有的是方的，有的是扁的。所以

在我們大樓三、四、五樓外面的牆上，

就是點字聖經，把它變成小窗，用無形

的來表達宣揚我們要將天國的福音傳遍

天下。面對著台灣大學，我們要把福音

傳到各個校園中，這是我們的使命。 

校園團契怎麼來的呢？今年已經六

十週年；這要從七十多年前說起。在中

國大陸對日抗戰的後幾年，很多政府單

位以及各個大學都已經遷到大後方，到

雲南、貴州、四川、陝西一帶，西南聯

大、西北聯大等等。就在最後幾年，聖

靈就在各大學校園中做了奇妙的工作。

在以往的年代，從來沒有在大學校園

中，有這麼多大學生信主。但是，抗戰

的最後幾年，一批一批的大學生，幾百

人、幾千人就信主，回到主的家中，成

為神的兒女。聖靈的工作風起雲湧，1945

年，民國 34 年 7 月，就在重慶南山舉辦

了第一屆中國大學生基督徒聯合夏令

會。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學生的

夏令會，來自 42 個大學，169 位大學生，

在重慶南山舉行。神非常賜福那一次的

聚會，其中有兩位學生，滕近輝牧師和

陳終道牧師。陳終道牧師就是寫「新約

書信講義」的那位作者，滕近輝牧師大

家都知道，他們都已經被主接去了。 

過了好多年，我遇見陳牧師便問

他：聽說你參加了第一屆大學夏令會在

重慶南山舉行的。他說：不錯。我問說：

你那時在哪個大學？他說：我在陝西的

西北聯大。我繼續問：那你到重慶方便

嗎？他說：不方便，我們走路走了三天，

走路、爬山、涉水、過河，偶爾能夠坐

車、坐船，三天才能夠到重慶。聚會六

天以後，我又帶著三個弟兄，爬山、走

路、涉水、過河，終於回到我們的校園，

來回走了六天的路才能參加。而他就是

在那個夏令會獻身，好多人都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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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講 壇 講 壇 

過了一個月，就是八月初，日本投

降，抗戰勝利，還都南京。1947 年，民

國 36 年，在南京就舉行第二屆的大專夏

令會，來了五百個學生，有一百多位獻

身。賈玉銘牧師是當時的講員，他說：

這一百多名大學生是中國教會的敢死

隊。他們後來都到西北、新疆、雲南一

帶去傳福音，成立了西北靈工團和西南

靈工團。其中有一位弟兄，他是蘇州東

吳大學的學生，他在那個夏令會也獻

身。過了兩年，1949 年，民國 38 年，他

從大學畢業，那個時候共產黨已經差不

多佔領了大陸，所以國民黨政府就撤退

到台灣。他跟著他的父母家人到了台

灣。那時他剛剛大學畢業，他的名字叫

做查逸錕。後來我們都稱呼他查大衛，

因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大衛。查弟兄剛

剛大學畢業到了台灣，他已經獻身要傳

道，就想要受造就讀神學。  

當時台灣只有兩所神學院，一間是

台灣神學院，在嶺頭；一間是在台南的

台南神學院，兩間神學院都是講閩南話

的；但是查弟兄是上海人，閩南話他一

個字都聽不懂的。他很著急，心想怎麼

辦？他去問一位有浸信會背景的宣教士

說，他想要讀神學院，想要受造就，可

是神學院都是講台語，他一個字也聽不

懂。這位宣教士非常有眼光，立刻跟香

港聯絡，告訴他們：台灣這裡有一位大

學生，要奉獻作傳道，而台灣兩個神學

院收的都是初中或是高中畢業生，沒有

大學生奉獻的。現在居然有一位大學生

要奉獻，要讀國語的神學院，台灣沒有，

我們要不要為他成立一間國語神學院

呢？因此，就這樣成立了一所國語的神

學院—浸信會神學院，在三張犁。第一

屆只有五位畢業生，查大衛是其中一

位，還有一位唐佑之牧師，他是華人教

會舊約的權威，希伯來文的權威。大概

20~30 年他都在美國金門神學院，一個美

國人的神學院當教授；前幾年他被主接

去。上帝就為了查大衛弟兄的緣故，成

立了一所神學院，一直到如今。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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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1/7)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57,530 元 

按月奉獻(129 筆) 834,296 元 

建堂奉獻(15 筆) 58,700 元 

感恩奉獻(25 筆) 113,300 元 

其它奉獻(2 筆) 16,000 元 

差傳奉獻(26 筆) 98,145 元 

代轉贈與(5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政府制定可行政策，提振民生經濟，穩定

兩岸關係。 

□ 國人脫離罪惡迷惑，看重婚姻價值，發

揮家庭功能。 

□ 長傳及各部組同工，生命與主連結，活

出美好見證。 

□ 社區服務部：上週參加社會局兒少據點方

案申請說明會，請為方案申請計劃撰寫，

能符合協會之目標宗旨，經費編列能幫補

陪讀班的需要，更為審查過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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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創世記 

1／15 一  創世記廿六章 1~5  遭遇飢荒 

一、v1 發生什麼事？神的路有困難、挑戰，我仍堅持順從神嗎？ 

答：那地發生飢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亞比米勒那裡。那地是神

應許給亞伯拉罕和他後裔的地，以撒順從神，住在那地，仍有飢荒。 

二、v2~3 耶和華有什麼吩咐？困難中，我相信並且順從神的話嗎？ 

答：以撒在困難中，耶和華主動向他顯現，吩咐他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耶和華指

示的地…因為耶和華要將這些地賜給以撒和他的後裔。 

三、v4~5 耶和華要賜什麼福？為什麼？我相信，只有順從神才能蒙福嗎？ 

答：耶和華要加增以撒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賜這些地給他的後裔；地上的

萬族要因他的後裔得福；都因亞伯拉罕聽從耶和華的話。 

 

1／16 二  創世記廿六章 6~11  害怕說謊 

一、v6~7 以撒為何說謊？我因害怕說謊嗎？ 

答：因為他的妻子利百加非常美麗，害怕那地方的人殺夫奪妻。 

二、v8~10 亞比米勒發現什麼事情？我因說謊，良心不安，被責備嗎？ 

答：亞比米勒從窗外往外觀看，見以撒正親密戲弄他的妻子。亞比米勒召了以撒來，

說：我看她實在是你的妻子，你怎麼說是你的妹妹呢？以撒只好誠實回答。亞

比米勒責備以撒：你向我們作的是什麼事呢？差點有人與你的妻子同寢，把我

們陷在罪裡。隱瞞的事沒有不顯露出來的，路 8：17。 

三、v11 亞比米勒有什麼行動？我改正錯誤，堅持聖潔嗎？ 

答：亞比米勒公告百姓：凡是沾染這人或是他的妻子的，必被處死。 

 

1／17 三  創世記廿六章 12~18  耶和華賜福 

一、v12~14 耶和華怎樣賜福以撒？我順從神，得到神的賜福嗎？ 

答：以撒耕種，那一年有百倍收成，雖然他未曾耕種。耶和華賜福給他，他就昌大，

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戶，有羊群、牛群和許多僕人。 

二、v14~15 非利士人內心如何？怎樣待以撒？我嫉妒人嗎？ 

答：非利士人因為以撒眾多的牛羊和僕人，就嫉妒他。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時，僕

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滿了土，使以撒無法使用。 

三、v16~18 以撒怎樣與亞比米勒相處？在不違背真理下，我不與人相爭嗎？ 

答：亞比米勒因以撒比他強盛，要求以撒離開。以撒就離開那裡，住在基拉耳。他

父親亞伯拉罕在世所挖的井，非利士人都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來，照他父

親所叫的，叫那井的名字。 



 -7-

本週靈修 

1／18 四  創世記廿六章 19~25  以撒退讓 

一、v19~21 有什麼爭執、衝突？我要神的賜福，願順從神忍讓嗎？ 

答：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井，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耳的牧人來爭，說那口井是他

們的。以撒就給那口井起名埃色，意思是相爭、鬥爭。他的僕人又挖井，他們

又為這井爭鬧；以撒給那井取名為西提拿，意思是衝突、為敵。 

註：當地年雨量不到 300ml，生活需要仰賴井水。 

二、v22 衝突怎樣解決？我順從神，進入寬闊嗎？ 

答：以撒離開那裡，又挖了一口井。他們不再為那井爭鬧，以撒就給井取名為利河

伯，意思是寬闊。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在這裡昌盛。 

三、v23~25 耶和華如何顯現？以撒怎樣回應？我相信神的話，感恩祈求嗎？ 

答：以撒從那裡上別是巴。當夜耶和華向他顯現，要他不要懼怕，要賜福給他們，

並為他父親亞伯拉罕的緣故，使他的後裔繁多。以撒就在那築了一座壇，敬拜，

感恩，求告耶和華。 

 

1／19 五  創世記廿六章 26~35  誓言 

一、v26~30 亞比米勒來作什麼？我樂意與人和平相處嗎？ 

答：非利士人的王亞比米勒，清楚看見耶和華與以撒同在，有耶和華的保護和賜福，

就來要求與以撒立約，彼此和平相處。以撒設擺筵席招待，與他立約。 

二、v32~33 那一天，又有什麼事情？我有神的同在，得到神的恩典嗎？ 

答：以撒的僕人來報告，又挖到一口井。以撒就給那井取名為示巴，意思是誓言。

因此，那城叫別是巴。以撒順從神，與亞比米勒發誓立約，有神的同在。 

三、v34~35 以掃的婚姻如何？在婚姻上，我順從神，尊重父母，或自以為是？ 

答：以掃四十歲時，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兒猶滴，與赫人以倫的女兒巴實抹為妻。兩

個妻子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裡愁煩。神設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以掃娶兩個妻

子是錯誤。赫人是迦南七族之一，倫理道德墮落；以掃娶赫人為妻又是錯誤。

可能以掃未經父母同意，自己去娶，以致父母愁煩。 

 

1／20 六  創世記廿七章 1~17  錯誤的決定 

一、v1~4 以撒要為誰祝福？為什麼？我按自己喜好作事，違背神的心意嗎？ 

答：以撒年老，眼目昏花，不能看見，就叫大兒子以掃來；叫他去打獵作成美味，

為他祝福。以撒明知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卻要吃美味，為以掃祝福。 

二、v5~10 利百加有什麼對策？我對人不滿，抵制嗎？ 

答：利百加要雅各去取兩隻肥山羊羔來，她照以撒所愛的作成美味；雅各拿去給父

親以撒吃，使以撒為雅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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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11~17 利百加要怎樣改變以撒的錯誤？我按己意，改變他人的錯誤嗎？ 

答：雅各知道以掃渾身有毛，自己身體光滑；若父親摸，知道他欺騙，必招咒詛。

利百加要雅各只管去作，若有咒詛，歸自己。利百加作了美味，拿家中所存大

兒子以掃上好的衣服給雅各穿上，用山羊羔的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頸項的光滑

處。把美味和餅交在雅各手裡。利百加設計，雅各順從，要改變以撒的「錯誤」

決定；不相信神的話必定實現，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1／21 日  創世記廿七章 18~29  以撒被騙 

一、v18~20 雅各怎樣欺騙？我容許欺騙，或堅持誠實？ 

答：雅各自稱長子以掃，已照父親所吩咐的行了，請父親起來坐著，吃野味為他祝

福。父親以撒問為何找那麼快？雅各說是耶和華使他遇見好機會。為得到父親

的祝福，他連續欺騙，不惜妄稱耶和華的名。 

二、v22~27 以撒怎樣上當？我不順從神，作錯誤的決定嗎？ 

答：以撒聽聲音是雅各的；摸手卻有毛，是以掃的手。他分辨不出來，再問是否以

掃；雅各回答是。他吃了美味，喝了酒，就上當。以撒明知將來「大的要服事

小的」，仍堅持祝福以掃，神就允許他上當。 

三、v26~29 以撒怎樣祝福？我不順服神，徒勞無功嗎？ 

答：以撒與雅各親嘴，聞到衣服上的香氣就祝福，就為雅各祝福。福氣仍歸雅各，

不是以掃；神的話超過人的偏好，照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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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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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召事工 

多走一哩到玉里 
高啟烈 鄭月嬌 

    105 年 4 月 28 日婆婆辭了世上的勞苦，離開了我們。當天晚上，啓烈坐在客廳

發呆許久，然後告訴我，他覺得心裡空空的。當下我告訴他：「你照顧爸爸、媽媽

這麼多年，從今以後你不用再當兒子了，當然覺得空空的」。為轉移他的注意力，

我提問了一個問題「你還想不想去玉里？」，他説「如果妳願意陪我去，我想去試

試看」。後來，我們就決定用半年的時間，去體驗不同的生活。於是就來到了玉里。

玉里，好山好水；但不會好無聊。參與玉里懷恩堂（獨立教會）的服事，讓我們的

生活很快進入軌道，透過教會也很自然地融入當地，享受人與環境帶給我們的祝福，

於是我們決定延長體驗的時間，「繼續多走一哩」。 

    偏鄉教會的最大的挑戰是同工的缺乏，看著這群老人、小孩好像沒有牧者的羊

群；經與牧長交談後，長老也認為這是一個讓弟兄姊妹開廣宣教視野，參與短宣的

好機會，因此鼓起勇氣，向大家傳遞此訊息，盼望有更多人能有份於此事工。深深

期盼南京堂在 107 年 3~6 月期間，每週有兩位人力支援「樂齡事工」及「週三兒童

課後陪讀班」，弟兄姊妹可以選擇您方便的時間參與。 

（一）樂齡事工： 

1、樂齡事工主要目的：增加中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包括身心靈健康和家庭關係

的改善。於每週一、三早上 8:30〜12:00 舉行，支援同工負責週三上午 9:30

〜11:00 主題活動設計及執行。 

2、主題活動：可設計促進中老年人（60〜80 歲）身心靈健康發展的內容，例如：

健康操、手工（一次性完成）、音樂—懷舊歌曲、桌遊、繪畫—生命故事及

分享、玩遊戲、說故事、身體健康保健、得救見證分享。配合講座主題播放

有關的影片，刺激長輩感官達到活化的作用，例如—親情的影片、生活知能、

母親節、父親節、人際關係、失智症、大自然等。 

3、樂齡長者人數約 15〜20 人 

（二）週三兒童課後陪讀班：課後陪讀及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由啓烈、月嬌設計、規劃，支援同工

協助陪伴學童(小一〜小六) 

住宿：玉里懷恩堂教會 

報名： 

請洽宣教部黃光含傳道，電話：2567-0840 轉 30 

讓我們一起傳愛到玉里，『多走一哩到玉里』， 

來經歷生命的豐盛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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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艱危，終克定，驚濤駭浪頌主恩 
陳希平 

2016 年 10 月 28 日，吾妻秀蘭突因腦血管破裂，住院昏迷六天，行過死蔭的幽

谷，感謝教會肢體代禱、關懷、探望；來探望她的同事和學生，有許多是她帶領信

主的。回憶當天，秀蘭一如往常地騎單車送單張、周報、論壇報給未能參加聚會的

朋友，接著辦她的私事，當時她右眼因黃斑部病變失明十五年，那天她卻先把單車

騎回家，再去聽演講，若非如此，必從單車跌下、生命堪危。而且她在聽演講尚未

結束覺得頭昏，立即叫計程車，上車撥電話給我，就不能言語，司機和我說話，我

不知是誰，旁邊好朋友說那是詐騙快掛掉，我一向追根究底幸好沒掛電話，拜託司

機在路上和我碰面後直抵仁愛醫院，那天我正好在離醫院不遠的朋友家，如果在家，

離醫院較遠，可能也會耽誤急救，秀蘭在加護病床六天後轉觀察室，情況不佳，醫

生說可能成植物人，最好的狀況是清醒但終生不能自理，次子正航不捨的說，讓媽

媽平安的走好嗎？長子正恩和我悲傷痛哭不願，父子三人同心合意禱告求主醫治，

且因進步緩慢，醫生說要我找安養中心，不能繼續住，是避免健保資源的浪費，多

位肢體的代禱，改變了局面，秀蘭當年曾經幫助過的一位學生從台中趕來關心，現

是腦部的名醫，和仁愛醫院的主治醫師共同研究全力診治，不到一個月醫生說她進

步很明顯可續住院，結果住了六個月才返家休養，也藉此全身徹底檢查，有許多隱

疾呈現，極力救治，返家休養半年多，除感謝主恩，也提醒兄姊，若高血壓一定要

按時服藥，因為醫學是神賜給人的禮物，而且不要以為不明人士的口音一定是詐騙，

否則真會誤事，多問幾句，瞭解真相是當務之急。 

再說我記得六十年前，年方五歲提早入學，身材瘦小，一日放學大雨傾盆，水

深及膝，我在途中放聲大哭，神派一位清道夫扶我上了他的垃圾車返家，高中畢業，

一位教會長輩介紹我到蘇澳榮總看醫生，出院時又是大雨傾盆，我掉進醫院的魚池，

因穿雨衣動彈不得，且不會游泳，驚慌之際，效法彼得呼喊主救我，立刻飄到牆邊，

全身濕透，搭最後一班車回宜蘭，次日班車停駛兩天，事後知魚池水深過頭，好危

險。 

    1972 年大一暑假，張洛書牧師介紹我到台北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工作一個月，吳

勇長老邀我住南京東路禮拜堂二樓，晚上在他家用餐，我為節省車費，走路上班，

台北交通號誌複雜，我走到路中徬徨，兩邊車輛呼嘯而過，蒙主保守平安。開學回

學校，搭火車到中壢，貪圖方便欲抄近路走鐵軌「效法」朱自清「背影」中的父親，

有一回火車未鳴笛，剛走過，車從我旁經過好危險，而後，神讓我在夢中看見，不

守交通規則傷亡以及植物人的景象，從此不敢怠慢，也奉勸大家要守規矩。 

  大學畢業當兵，實彈射擊，槍卡彈射不出，清槍的子彈噴出，打到我鋼盔上有

明顯痕跡，只差兩公分我便提早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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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兵役，部隊伙食由營部統一辦理，伙食奇差，大家沒胃口，福利社生意大好，

且以剩菜養豬出售獲利。部隊有人上下其手，我欲揭弊，遭營部資深士官長放話，

後面濱江河有浮屍，誰敢輕舉妄動，會將之放布袋丟棄。且我當時擔任軍紀教育月

軍法教官，宣導大家守法，宣達總司令命令：不准騎機車，若肇事一律以軍法抗命

罪送辦，當時我對全連官兵說，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希望大家守規定勿騎機車，

但抗命罪有其成立的要件，騎機車肇事不屬於成立抗命的要件，聽眾中有長官為我

擔心，也有不滿，居然敢批評總司令，四十多年前戒嚴時期，言論並不開放，我說

憲法高於法律，法律高於總司令的命令，長官對我咬牙切齒但也束手無策。當時我

想到「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退伍前報考中油，部隊請假不易，當天早晨七點離營八點考試公車班次少，我

進場時已逾時，若再慢兩三分鐘，此生就業命運又要改寫，感謝神讓我在中油 34 年

於七年前順利提早退休。 

 1977 年在中油宜蘭地區服務時，我擔任櫃檯主管，有一油票舞弊案，法院傳訊

請公司派人作證，我的主管及部屬均不願上法院，我主動前往，作證後騎車快速趕

回結帳，路滑摔下，突然一部十輪大卡車從離我頭部大約十公分的位置急駛而過，

差一點又要見主面。 

    中油當時有出售油票，按公升計價，若漲價以公升加油不必補差價，當時我的

主管聯合其他主管及同事還有我的部屬，企圖違規購買大量油票，於漲價前一兩天，

內部人員先知悉，抱著大量鈔票來購油票（當時是用現金），我以櫃檯主管身分拒

絕，我的主管說大家一起賺，有問題他負責，但我不願配合，我說你負責我也不能

免責，神藉以斯帖記提醒我，焉知你得了櫃檯主管的位置，豈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此時你若隨波逐流，必不得善果，我因此得罪主管，同事也對我霸凌孤立，我極為

痛苦，求告神，結果神給我機會，在台灣地區市場調查燃料油使用狀況，我第一個

交卷，獲總公司主管提攜，於 1981 年奉調台北總公司，公司遷台以來，從未有從四

級單位直接調一級單位，我是首位。服務到 2011 年退休。從宜蘭調職前求神安排基

督徒接我職務，果然來了一位基督

徒。 

 35 年前住石牌，每日搭公車要

經過平交道，一日有公車闖平交

道，造成數十人傷亡，幸好當天蒙

主保守，提早返家，又逃過一劫。 

  回憶此生，常在顛波中渡過，

感謝九旬老母，為我們代禱踰一甲

子，感謝神的恩典，我們夫妻此生，

真是始艱危，終克定，驚滔駭浪頌

主恩。 

                                  陳希平、吳秀蘭伉儷與長子正恩、次子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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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

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

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以賽亞書六十

六章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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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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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6～

8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信徒聚會： 

差傳禱告會：今天 13:00 在 207 室，歡迎有

心加入宣教服事者，齊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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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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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召服事： 

福音使者關懷行動：協助「在台泰國勞工暖

和過冬」二手冬衣褲捐贈：八成新二手男性

冬衣、褲（運動衣褲尤佳），1/14、21、28

主日上午 8:30~12:20 送至二樓 201 室前收

集區。 

「多走一哩到玉里」事奉徵召：支援花蓮玉

里懷恩堂長者樂齡及兒童快樂營（詳見第 9

頁）。三~六月，每週三全天。意者洽教會分

機 30 黃光含傳道。 

 

 

課程訓練： 

成人主日學 1〜3 月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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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2/8（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丁介陶弟兄主講「電影裡的壓力密

碼—建立個人的壓力處方箋」，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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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