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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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1 日  第 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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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讚美 7  讚美 7  讚美 7  讚美 26 

禱告…  秦羽翔  吳千姬  鄧星昊  吳玉芳  詹啟聖 

獻詩…        先求祂的國  
啟應…  詩 46 篇  詩 46 篇  詩 46 篇  詩 46 篇  詩 34 篇 

頌讚…  讚美 286  讚美 286  讚美 286  讚美 286  讚美 211 

讀經…  詩 91 篇  詩 91 篇  詩 91 篇  詩 91 篇  約十三 1~18 

講題…  神賜平安—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神賜平安—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牧人、羊、看門者 

證道…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292  讚美 292  讚美 292  讚美 292  讚美 402 

祝禱…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范大陵 

司琴…  劉貞延  吳仁惠  許中玫  徐四平  劉立薰 

招待…  馮家祺  張育能  李宛真  李寒宣  程怡文 

  丘麗安  楊秀瑰  李玲慧  郭明怡  郭曉蘭 

  姜美蓉  簡練青女 楊雅文  崔梅蘭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吳紹楨  吳紹楨  吳紹楨  吳紹楨  吳紹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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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先求祂的國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哈利路亞！ 

你們若祈求就要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凡叩門的就要給你們開門；哈利路亞！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哈利路亞！ 

你們若祈求就要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凡叩門的就要給你們開門；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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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參加靈修營 2.18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春節暫停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參加靈修營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2.12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2.14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2.15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春節暫停    
  下午 2:00 姊妹會 春節暫停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晚 7:00 社青團契 春節暫停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意與聖經綜覽 2.16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春節暫停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羅馬書 

2.17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春節暫停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二月查經內容 
徒十七 1~14 
徒十七 15~34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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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大痲瘋病人  路十七 11~19 

2.12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小孩耶穌上聖殿  路二 41~52 
2.13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以利沙善待敵人  王下六 8~23 

  晚 7:30 ⽯⻑豐  高年級 路得記第三章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幼稚班 人犯了錯  創⼀ 27~30 /創二 15 
     低年級 上帝居首位  拉三 1~六 16 
     中年級 撒⺟⽿記總複習 
     高年級 路得記第三章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人墮落、悖逆上帝  創二 16~17;三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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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還是不聽（中） 
 

康來昌 

讀經：耶利米書四十二章 6 節

求主幫助我們，那個答案就是，我

們神的兒子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我

們得勝的記號。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為我

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相信祂的全然

得勝，全然良善。耶穌說：沒有別的神

蹟，只有一個神蹟，就是約拿的神蹟。 

神蹟多的不得了，怎麼會只有一個

神蹟？耶穌的意思是說，約拿的神蹟代

表了所有的神蹟。約拿的神蹟有兩點，

一個是約拿怎樣在魚的腹中三日三夜，

照樣人子也要在地裏三日三夜。約拿的

神和所有的神蹟告訴我們，神是全能

的，能叫死人復活。約拿的神蹟也告訴

我們，尼尼微城惡貫滿盈，神說再過四

十天就要消滅，他們聽到了就悔改，耶

和華看到他們悔改就後悔了，就不降所

說的災。 

約拿的神蹟告訴我們，第一，神有

大能。第二，神有大愛。所有的神蹟都

是這兩個，讓我們有信心傳揚上帝的

道，這位獨一、聖潔、善良的上帝，祂

愛我們。可是人會不住對你說：祂的愛

在那裏呢？我們婚姻那麼慘，祂都不

管；我的身體這麼糟，祂都不管；我們

的社會、國家、教會出這多的問題，祂

都不管。這些問題都不是很容易有答

案，但是我們一定要仍然相信神絕對不

會誤事，我們要對我們所傳的上帝有信

心。其次，我們要對我們自己有某種的

信心。這個要小心講，就好像推銷員受

訓練時，會說到：你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你要對自己說：我今天一定能夠向愛斯

基摩人賣五十個冰箱；我要有信心，我

一定能。這些信心可能是虛假的。 

但是我們對上帝的話，對上帝一定

有信心。而耶利米被呼召要成為傳道的

人時，神跟他講：你出去傳，沒人會聽

你的。這就跟推銷員的老師跟他講：你

出去推銷，推銷十年也沒有一個人會買

你的東西。就跟醫學院的老師跟學生

講：你開業以後，沒有一個病人會被醫

好，通通死在你手下。就跟師大的教授

跟他的學生講：你將來去教中學，你的

學生沒有一個學生考上大學，通通考不

上。耶利米很辛苦，他出去傳道，還沒

開始傳。神就說：沒人會聽你的，但是

你還是要傳。我們希望人聽我們的，但

是我們需要認識一點，不管有沒有聽，

一個人都不聽，最少你自己要聽，你自

己要信。在耶利米一 17「所以你當束腰，

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

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

前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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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我們是罪人，我們是弱小的，我們

的聽眾、家人、同事、朋友，我們傳福

音的對象，太多人比我們優秀，這我們

完全承認沒有什麼好驕傲的。但是我們

求神幫助我們知道：我們所傳的上帝是

真實的。「你不要因為人不聽而驚惶、

灰心、害怕，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

惶。」願神的話使我們越來越剛強壯膽。 

但是耶利米是有困難，因為他的信

息人不喜歡聽。他的信息基本上有兩

點，其實也是一點，整個教會歷史的信

息只有一個，就是我們相信有一個獨一

全能全善的上帝，祂愛我們。這就是我

們的信息，耶利米也是這樣，亞伯拉罕

也是這樣，摩西也是這樣，整個聖經，

教會歷史都是這樣的信息。只要你是基

督徒，就是這句話：不僅是耶穌愛我，

我知道，因為聖經告訴我。而且是只有

耶穌愛我，我知道，因為聖經告訴我。

只有耶穌是獨一全能的神，只有耶穌愛

我們，我們知道。這個世界都不信，不

妨礙這是真理。這個世界都信的事，不

成為都是真理。真理不是投票決定的，

不是人多人少決定的；真理是上帝的話。 

耶利米要傳揚真理，不管人要不要

聽。耶利米傳的，第一個：以色列啊，

你要真實相信上帝，你不要相信聖殿。

耶利米書七 4「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

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是耶和華的殿！』」我們是不是信神？

還是我們信某個人、某個物？以色列有

一個觀念。在當時，因為我們有上帝的

殿在這裏，上帝的殿裏有約櫃，約櫃就

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所以我們一定勝

利，一定沒有人能夠勝過我們。就像有

了阿拉丁的神燈，所以燈奴會聽我的

話。我有耶和華的約櫃，所以我出戰，

戰無不勝。以色列人這個觀念，是因為

他們錯解了約櫃。的確，民數記有這樣

講，當約櫃出來時，耶和華就出來，就

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可是耶和華的

同在，其實不是在於約櫃在不在，是在

於我們信不信。你信神，但手上沒有聖

經；你沒有教會、長老、基督徒，你什

麼都沒有，聖經被燒掉，聖殿被毀，基

督徒被殺光，你沒有任何的東西，你信

上帝，你在的地方就是聖地。但以理和

他的三個朋友，在巴比倫沒有聖殿，沒

有聖詩，沒有聖徒。他們信神，那裏就

有上帝的同在。 

神對耶利米說：你對百姓說，不要

因為有聖殿而放心。這叫聖殿神學：相

信因為有聖殿，我們一定會贏不會輸，

巴比倫一定不會侵略我們，因為我們有

上帝的聖殿在。這就是迷信，世界上也

有，中國人曾經說，這是萬里長城，所

以胡人不能打進來。二次大戰時，法國

說：這是馬其諾防線，所以德國人不能

打進來。在 1453 之前，基督教的中心是

在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的國都。他

們認為這不僅是上帝統治世界的地方，

也是上帝統治教會的地方，君士坦丁

堡。上帝在這裏，沒有人能打下來，回

教徒圍攻了多年，他們相信不會打下

來。1453 年城破了，回教徒攻進來了，

很多基督徒躲到聖索菲亞教堂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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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還是說：回教徒是異教徒，怎麼可能打

贏基督徒？在回教徒進攻的時候，上帝

會派祂的天使把他們都消滅。但是回教

徒沒有被消滅，基督徒被消滅的倒不

少。列王紀下第五章講到亞蘭人勝過以

色列人。為什麼？士師記也常常有這種

話，耶和華使亞蘭人勝過以色列人。這

話什麼意思？耶和華使星雲法師勝過南

京東路禮拜堂，不要以為我們是禮拜

堂，就以為我們會勝利。不要因為他所

信的是假神，就以為他會失敗。當上帝

的兒女對上帝行禮如儀，卻沒有真實信

靠祂的時候，我們是自取滅亡。神藉著

耶利米對百姓說：不要說聖殿在這裏，

我們一定不會失敗。你們不敬畏上帝，

有聖殿有什麼用呢？這是耶利米的第一

個信息，你們要真信上帝，不要有拜物、

拜聖殿的觀念。但是以色列人不聽。以

色列人在耶利米傳道之前、之後都不

聽，所以，災難越來越近。 

耶利米書廿七章，耶利米表達了另

外一個信息，其實之前也有。就是以色

列人因為這樣背道，他們的滅亡是一定

的。巴比倫是上帝興起的國家，以色列

要投降巴比倫。耶利米廿七章第五節開

始講，耶利米書兩次提到，巴比倫王尼

布甲尼撒是耶和華的僕人。耶和華使用

一切的東西，包括使用巴比倫王尼布甲

尼撒。在以色列人悖逆的時候，神要以

色列人投降。這個信息很難講，那個時

候很難講。這個時候也很難講，在我們

華人教會更難講，因為投降是一個很壞

的觀念。 

耶利米卻常常對以色列人說：你們

要降於巴比倫。所以，有很多的解經家，

在寫耶利米註釋時，都會告訴我們，耶

利米是巴比倫的間諜。當然耶利米不是

巴比倫的間諜，耶利米是上帝的僕人；

他說的，是真實的。當以色列人一直不

肯聽上帝話的時候，上帝會讓他們滅

亡，他們應該要投降巴比倫。以色列人

不聽災難越來越多，整個耶利米書、歷

代志、列王記都記載了這些。到耶利米

書卅九章告訴我們，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把耶路撒冷攻陷了。耶路撒冷在巴勒

斯坦這邊的猶太人，他們面臨了一個選

擇：亡國了他們要怎麼辦？巴比倫要來

統治他們了，心裏很慌亂，於是他們就

去找耶利米。 

在四十二章，這些剩下來的百姓及

官長就去找耶利米，對耶利米說：這幾

十年來我們都不聽你的話，都不聽耶和

華的話，結果跟你講的一樣，我們越來

越慘，現在亡國了，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拜託，請幫我們去問一下上帝，我們該

怎麼辦？這一次保證我們會聽了，你說

什麼我們都聽，過去不聽你的話，悲慘

啊！這次一定會聽。（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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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創世記 

2／12 一  創世記卅二章 22~32  抓住神賜福 

一、v22~26 那夜發生什麼事？雅各求什麼？我與神摔跤，不肯順從神嗎？ 

答：明天就要面見以掃，那夜雅各緊張、憂慮。有一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

人見勝不過他，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窩一下，他就脫臼了。那人說：黎明了，讓

我走吧！雅各突然醒悟這必是神或神的使者，輕觸一下，他的腿就脫臼。他就

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註 1：那人當然可以離開，只是給雅各機會，叫他可以抓住神。 

註 2：位分大的為位分小的祝福，來 7:7。雅各要求祝福，因知道這人高過他。  

二、v27~29 雅各怎樣改名？我追求世上的名利權勢享受，或追求神？ 

答：那人說：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人與神較力都得了

勝。雅各的意思是抓；他勝了以掃，抓到長子的祝福；勝了拉班，抓到妻子、

羊群和財富。現在，他抓住神，要神一定賜福給他，也勝了神。 

註：以色列的意思「神得勝」。神使雅各抓住祂，是神得勝。 

三、v30~32 那地叫什麼？雅各身體如何？我接受神給我人生不如意的遭遇嗎？ 

答：雅各稱那地毗努伊勒，意思是「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他經

過毗努伊勒，太陽剛出來，照在他身上。他的大腿因為受傷就瘸了。 

 

2／13 二  創世記卅三章 1~11  低頭尋求和睦 

一、v1~3 雅各怎樣尋求和好？我求主賜力量，能低頭尋求和睦嗎？ 

答：雅各原來在最後，如今在最前面；他的腿瘸了，跑也跑不到，只能謙卑倚靠順

從神。他在妻妾、兒女前面，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哥哥以掃。他用極尊

敬的態度，表示屈服以掃。 

註：「俯伏」是當時諸侯朝見君王的大禮。 

二、v4~6 兄弟相見如何？我放下過去的恩怨，與人和好嗎？ 

答：以掃跑來迎接雅各，將他抱住，又摟著他的頸項與他親嘴，他們兩個人就哭了。

二十年沒有見面，以掃早已忘記過去的恩怨。以掃問婦人孩子是誰？雅各回答

是神施恩賜的，並稱自己是以掃的僕人。隨後兩個使女和孩子來下拜，利亞和

她的孩子們來下拜，拉結和約瑟也來下拜。 

三、v8~11 雅各怎樣增進兄弟之情？我把握機會，增進友情嗎？ 

答：雅各稱以掃為我主，這些禮物是要在以掃眼前蒙恩。以掃自認足夠，推辭不要。

雅各說見了以掃的面如同見了神的面，並且以掃接納了他，要以掃收下。雅各

再三請求，以掃才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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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2／14 三  創世記卅三章 12~20  以色列的神 

一、v12~14 雅各怎樣婉拒以掃？我堅持誠實或允許白謊？ 

答：雅各以孩子們年幼嬌嫩，牛羊正在乳養，不能催趕婉拒。以掃提議留幾個跟隨

者。雅各說，沒有必要，只要在以掃面前蒙恩就好了。這都是藉口，雅各逃離

拉班，十天就到了基列山；並且說謊要到西珥山。 

二、v15~17 雅各往哪裡去？我清楚神的帶領，順從神嗎？ 

答：以掃當天回西珥山，雅各卻往疏割去，在那裡為自己蓋造房屋，為牲畜搭棚。

神要他回到他父親以撒那裡，不是西珥山。 

三、v18~20 雅各再往哪裡？作什麼？耶和華是我的神，我一生敬拜祂嗎？ 

答：雅各平安回到迦南地的示劍城，就用一百銀子買了城東的地，在那裡支搭帳棚，

並且築了一座壇，起名叫伊利·伊羅伊‧以色列，意思是「神，以色列的神」或「以

色列全能的神」。耶和華是他的神，他要一生敬拜祂。 

  

2／15 四  創世記卅四章 1~7  底拿事件 

一、v1~2 示劍怎樣對待底拿？我堅持婚姻聖潔，或隨從情慾闖禍？ 

答：底拿出去，要見那地的女子們。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兒子示劍看見她，就

拉住她，與她行淫，玷辱她。沒有提親、下聘、結婚，也沒有名分，就行淫，

是玷污侮辱底拿。 

二、v3~4 示劍的心和言語如何？我隨從世界潮流，不以行淫為大罪嗎？ 

答：示劍的心戀慕底拿，愛這少女，就用甜言蜜語安慰她；又對他父親哈抹說：求

你為我聘這女子為妻。迦南風俗淫亂敗壞，並不認為這是犯罪、大惡。 

三、v5~7 雅各和他兒子們反應如何？我向神禱告，或讓憤怒充滿內心？ 

答：雅各聽見，就閉口不言。示劍的父親哈抹見雅各，並未道歉，只想商議為兒子

娶妻。雅各的兒子們從田野回來，人人忿恨，十分惱怒；因為示劍在以色列家

作了醜事。婚前性行為沒有公開嫁娶，神不允許，是醜陋不該作的事。 

 

2／16 五  創世記卅四章 8~17  哈抹和示劍 

一、v8~10 哈抹怎樣商議？我求神指示解決難題，或按自己意行？ 

答：哈抹在雅各兒子面前，並未道歉，只請求將底拿給示劍為妻，彼此可以結親。

他以那地主人的身份，邀請雅各全家同住，作買賣，置產業。 

二、v11~12 示劍說什麼？犯罪後，我向神認罪，謙卑道歉嗎？ 

答：示劍也沒有道歉，只願自己在底拿的父兄面前蒙恩。她父兄們要什麼，就給什

麼；任憑多少的聘金和禮物他都必給，只要把底拿給他為妻。 

三、v13~17 雅各的兒子怎樣回答？我堅持誠實正直，或容許詭詐？ 

答：雅各的兒子們在忿怒中，看準示劍的心，用詭詐的話回答示劍和他父親哈抹，

要求示劍全城的人受割禮。割禮原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現在他們用神

聖的記號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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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2／17 六  創世記卅四章 18~24  貪圖利益 

一、v18~19 哈抹和示劍內心如何？有什麼行動？我按自己喜好而行或向神禱告？ 

答：哈抹和示劍喜歡雅各兒子們的話，不用付聘金、禮物，只要受割禮就可以娶底

拿。示劍是他父親家中人最尊重的。哈抹就和示劍就到城門口說服眾人。 

二、v20~23 哈抹和示劍怎樣說服城裡的人？我以利益說服人嗎？ 

答：雅各與示劍人和平相處，這地寬闊可容納雙方。只要受割禮，彼此通婚，成為

一樣的人民，雅各的群畜、貨財和一切牲口都歸自己了。 

三、v24 城中的男子如何？我貪圖利益，相信謊言，上當嗎？ 

答：凡從城門口出入的人都聽從哈抹和示劍的話，相信可以得到雅各的群畜、財貨。

所有從城門出入的男子都受了割禮。 

 

2／18 日  創世記卅四章 25~31  憤怒報復 

一、v25~26 西緬和利未作什麼事？憤怒時，我禱告，或作了不該作的事？ 

答：到割禮的第三天，西緬和利未各拿刀劍，趁眾人想不到的時候，到城中殺了一

切男丁，也殺了哈抹和示劍，把底拿從示劍家裡帶出來。他們這樣作，不合公

義原則，對底拿也沒什麼好處。城裡未犯罪的男子，不應殺死；示劍雖犯姦淫，

也不到該死的地步。申 22：28~29 規定，與未受聘的女子行淫，要五十舍客勒

為聘禮，娶她為妻，終身不可休她；若女子父親不許，也要給聘禮，出 22：16~17。 

二、v27~29 雅各的兒子怎樣報復？我意氣用事，按自己的想法報復嗎？ 

答：雅各的兒子們到示劍城，擄掠那城；奪了羊群、牛群和驢，並城裡田間所有的；

又把所有的財物、孩子和婦女都擄去；屋裡所有的東西，都搶掠一空。 

三、v30~31 雅各擔心什麼？我擔心、生氣，或禱告將重擔交給神？ 

答：西緬和利未連累了父親雅各，使他在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成了可憎的人。雅各

家人數不多，如果他們聯合起來對付，攻擊，雅各全家就必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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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2/4)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8,640 元 

按月奉獻(107 筆) 642,770 元 

建堂奉獻(14 筆) 63,600 元 

感恩奉獻(33 筆) 221,950 元 

其它奉獻(3 筆) 1,600 元 

差傳奉獻(33 筆) 122,400 元 

代轉贈與(15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花蓮強震，願死者家屬得安慰，傷者得到好

治療，災區有好重建。 

□ 春節將至，弟兄姐妹順從聖靈，有好的安排，

不被 3C 產品捆綁，與家人和諧愉快相處，

有好見證。 

□ 信主家庭儘可能安排除夕感恩禮拜，數算過

去一年神的恩典，在禱告感恩中進入新的一

年。無論返鄉、出遊都有主同在，有祭祖困

難者，多禱告，靠主有信心和智慧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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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創啟】沐撒、家美夫婦 

新年快樂！在 2017 年終之際，我們細細地思想過去這一年所經歷的，讓我們對

神充滿感謝。在生活上，神一步步地引領我們，在所居住的城市裡擴大我們的生活

圈，並順利地建立新的人際關係，幫助我們從陌生到熟悉。在工作上，我們的付出

及努力受到主管及同事們的肯定，讓我們能享受在與人同工中。在夫妻關係上，神

讓我們有更深入的溝通，也幫助我們能更多體諒及包容。這一切的恩典讓我們獻上

滿滿的讚美及感恩，祂實在滿有恩典及憐憫，是我們隨時的幫助！對於未來，我們

相信神已經有預備，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但我們相信祂有計畫，祂不誤事；求神讓

我們在這段尋求的時間裡，好好地裝備自己，每一步都緊緊地跟隨神的帶領。 

在去年底我們結束了在原本工作單位的配搭，接下來我們會拜訪友人、向資深

者討教，聆聽他們的經驗，以尋找未來的方向。這個月，安排了兩次的探訪，請為

我們拜訪行程的出入平安禱告，更祈求神透過這些互動顯明祂在我們身上的計畫及

心意，也讓我們不是依靠人的謀劃乃是神自己。 

沐撒陸續接到一些服事上的邀約，因著未來可能的變動，沐撒仍在尋求中，求

神讓沐撒可以按著祂的心意及帶領而行。家美則是仍維持每週與小助教的繪畫授

課，並且計畫於一月底返台上課一週，求神擴張家美在這方面的技巧及能力，讓這

個技能可以在未來被神使用。 

最近我們這裡的氣溫常常是個位數，穿著厚重衣物的我們回想到一年前尚未收

到冬衣的景況，因著你們的代禱，經歷了神的恩典，讓我們在延遲收到冬衣的情況

下仍然安然度過；再次謝謝你們的代禱，也請繼續為我們禱告，願我們透過禱告一

同經歷神的信實及大能，願神紀念你們。 

【代禱事項】 

1、請為我們能明白神的心意禱告，讓我們在等候的過程中，能好好裝備自己，並有

從神而來的信心及平安，在每天中領受神的恩典及帶領。 

2、求神保守我們出入的平安，讓我們能遇見祂所預備的人及機構，帶領我們進入合

適的工場，並賜下有相同負擔的同工，能建立團隊一同事奉。 

3、請為我們夫妻關係禱告，能同心同行，有良好的溝通。 

4、請為台灣的家人禱告，有健康的身體，一切平安，也為家人的靈魂得救禱告。 

5、請為我們的身體健康禱告。 

 

 

 

 

  



 -10-

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

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加拉太書五章 22 節)  

綜合消息： 

新春感恩禮拜 

時間：2/16（本週五）上午 10:00~11:00 

地點：南京堂 三樓大堂 

歡迎弟兄姊妹 

同來敬拜、同頌主恩！ 

 

家庭除夕感恩禮拜建議程序 

一、唱詩：讚美第 337 首或 289 首 

二、禱告 

三、讀經：詩篇 23 篇 

四、全家感恩見證 

五、唱詩：讚美第 259 首 

六、家長祝禱 

七、發紅包 

配合農曆春節：2/15~20 日春節假期，南京

堂、新安均暫停開放，惟下列聚會照常舉行： 

2/16 上午 10:00 新春感恩禮拜 （南京堂） 

2/18 主日五堂敬拜（南京堂） 

2/18 兒主上午照常，下午暫停（南京堂） 

2/21 起所有聚會、課程恢復如常。 

復活節洗禮：4/1 舉行，清楚重生得救者，

請到服務台填寫洗禮登記表。（3/18 截止） 

主日晚間擘餅聚會：時間調整為 17:00~18:00

在南京堂 302 室以詩歌、默想、禱告，記念

主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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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課程：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借本堂新

安中心開課，歡迎參加（報名單請向三樓櫃

台索取）。 

 

信徒聚會： 

伉儷團契聚會：今天 14:00 於 205 室，由陳

照弟兄主講：從聖經看家庭—家庭與事奉。

歡迎夫妻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徵召服事： 

「多走一里到玉里」事奉徵召：支援花蓮玉

里懷恩堂長者樂齡及兒童快樂營，三~六月

每週三全天。請洽黃光含傳道，分機 30。 

暑期創啟關懷服務隊：時間：8/4~11，關愛

創啟地區居民，透過服務建立美好友誼。意

者請洽二樓櫃台，2/24 截止。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3/8（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黃志靖弟兄主講「神提案的人生就是

不一樣」，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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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祝福您及一家人 

新年蒙恩！ 

喜樂豐盈！ 

耶和華賜福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