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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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 日  第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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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禱告…  鄭有雅  黃喻鈴  張維恩  林姿如  詹啟聖 

獻詩…     愛是  愛是     
啟應…  詩 1 篇  詩 1 篇  詩 1 篇  詩 89 篇 1~18 詩 81 篇 

頌讚…  讚美 221  讚美 177  讚美 177  讚美 250  讚美 186 

讀經…  尼一 1~11 尼一 1~11 尼一 1~11 尼二 1~9  約九 1~3、39~41 

講題…  查驗從主而來的火熱 破口中的禱告(一) 破口中的禱告(二) 當上帝開門的時候 神蹟過後 

證道…  黃正人  黃正人  黃正人  黃正人  嚴  正 

頌讚…  讚美 377  讚美 358  讚美 358  讚美 300  讚美 276 

祝禱…  黃正人  黃正人  黃正人  黃正人  嚴  正 

司琴…  錢恩宇  王心芝  許中玫  李弘恩  劉立薰 

招待…  蔡俊沛  吳富昌  周美汝  李寒宣  林石蕾 

  嚴國俊  周小聘  張  薇  姜郁玲  謝麗卿 

  楊慶芳  張惠芳  姚曉萍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譚國才  譚國才  譚國才  譚國才  杜榮華 

 

 

  

 本堂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10 號  TEL：2567-0840      FAX：256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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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兒童主日學獻詩（第二、三堂）：愛是 Love is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益處，不輕易地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愛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我要包容，我要相信， 

我要盼望，我要忍耐， 

敞開心愛人如己，我愛，因天父先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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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事奉預備 5.20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約哈難救援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在巴比倫的使命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奇妙的耶穌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基要真理 常常感恩 5.14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5.16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深知所信 
滿有聖靈 

5.17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我的生命歷程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奇妙的耶穌 
  晚 7:00 社青團契 路加福音查經    信徒造就 B 班 

教會生活 詩歌頌讚神 
5.18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查經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屬靈的父親 
5.19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自我認識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五月查經內容 
徒廿 1~16 
徒廿 17~38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5.13 日 中午 12:30 33 組 405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下午 1:00 35 組新安 305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下午 1:30 1 組 402  幼稚班 ⺟親節課程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親節獻詩及合班 5.14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5.15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高年級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5.18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幼稚班 ⺟親節課程 

   32 組 B02  34 組 304  低年級 
⺟親節獻詩及合班 5.19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中年級 

  下午 2:30 17 組 203  高年級 
  下午 3:00 石美姬  24 組 301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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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願你平安（下） 
 

許南盛 

讀經：約翰福音廿章 19~23 節

我們都不必害怕，因為耶穌已經勝

過了。我們只要信祂，跟隨祂，我們就

可以跟祂一樣，勝過這一切。我們在患

難當中也能夠有平安，這跟華人所說的

平安是不一樣的。羅馬書也講過類似的

話：你們在患難當中也要歡歡喜喜。並

且患難對我們是有益的，因為知道患難

能夠生忍耐，忍耐能夠生老練，老練能

夠生盼望，盼望不至於差愧，羅五 3~5。

有些時候我們身上有病痛時，不想跟人

講，因為不想讓人看見自己軟弱的一

面。其實不必要，耶穌知道我們會有軟

弱，知道我們的身體會一天一天衰老。

我們不必為這些感到羞恥，因為所賜給

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裏，

羅五 5。我們能有平安是我們有神的愛，

我們有耶穌，我們有聖靈，這個平安沒

有人能奪走，你們看過這樣的平安嗎？ 

南京堂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歷史

了，你們在教會看見過這樣的平安嗎？

我也貼身看見過這樣的平安，我的岳父

也是一位牧師，牧會超過半個世紀；在

同一個教會牧養三十九年，好長的一個

時間，退而不休，還是到處講道、分享、

鼓勵弟兄姊妹。他八十四歲作身體檢

查，發現他肝癌而且是末期。八十四歲

的老人家肝癌末期，要動手術嗎？我也

覺得不要再挨那一刀，那是很痛的。可

是我岳父卻是很鎮定說：「聽醫生怎麼

說？醫生說，需要動手術就動手術，不

動手術就不動手術。」醫生說：「老牧

師，你身體很好，可以動手術。」我岳

父就動手術，很順利把腫瘤切除。在他

最後的兩年裏，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

想把他過去牧養的經驗傳達給教會，幫

助年輕的傳道人，就寫下牧養的經驗：

自傳、浮雲隨筆、教會趣聞。讓我很感

動的是浮雲隨筆；他牧養了這麼多年，

寫的浮雲隨筆不超過 120 頁。 

那時我在美國唸書，岳父就把這本

書寄給我，我看了非常感動，把這本書

介紹給當時在美國牧養的老人家。他們

都是從大陸來的，因此我把浮雲隨筆轉

成簡體字，因為覺得老人家需要被激

勵。再把「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這本

書轉成有聲書。我很感動的是，岳父臨

終的那一個月，有機會陪伴他，也剛好

把有聲書做好，他聽著自己的故事。 

在夜晚疼痛的時候，主真地是讓我

看見一位年長的牧者，有真實的平安在

他裏面。八十四歲的老人家，過去都是

受日本統治，好長一段時間受到日本精

緻文化的影響。但是他讓我們晚上去陪

伴，因為他知道我岳母太辛苦了。到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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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期非常痛，連要上廁所都非常痛，需要

人來攙扶。岳母也是七十多歲的人，身

體也不是很好，因此，我的岳父竟然願

意把他的軟弱敞開，讓我可以進到他的

軟弱裏，也讓我的兒子、侄兒都可以輪

流陪伴他。癌症的疼痛是真實的，不是

喊痛就沒有平安；他卻願意讓我們進入

他的疼痛裏，完完全全放下長輩的那種

不好意思。在我岳父身上，貼身看見一

種真實的平安，一種這個世界任何疼

痛、患難都沒有辦法奪走的平安。 

這圖片裏面有二隻互握的手，手上

塗的是地圖，所以二隻互握的手像一個

地球。如果這個地球，不同種族、國籍、

背景的人，都能握起手來，平安、和平、

和好就臨到了。林後五 17「若有人在基

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8「一切都出於

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

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舊事

已過都成了新的，我們都是新造的人，

但我們的神從來不會停在這裏，祂一定

會讓我們新了之後有意義，把一個使命

交給我們，讓我們成為和好的使者。祂

說，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

們，祂要叫我們成為祂和好的使者，叫

人與上帝和好，與眾人和好。 

要怎麼勸人與神和好呢？我們要怎

麼樣與人和好呢？和好很難。我處的教

會在新加坡，已經有 130 幾年的歷史。

很多人在教會裏面，關係是膠著的；聚

會的時候，各坐在自己常坐的位子，好

像沒有往來。有些關係，有些人就不想

去面對，也不知道怎麼面對，怎麼和好。 

感謝神，耶穌親自做給我們看。祂

愛法利賽人嗎？耶穌責備法利賽人，責

備地最兇，但是耶穌愛他們。約翰福音

三章有一位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他

在夜裏去找耶穌。耶穌沒有因為他是法

利賽人而拒絶他，跟尼哥底母傳講重生

的問題。後來我們知道尼哥底母他重生

了。耶穌能夠跨越我們不能夠跨越的藩

籬。猶太人是不跟撒馬利亞人往來；因

為他們認為撒馬利亞人是雜種，是不潔

淨的。可是約翰福音四章，耶穌竟然跟

一位撒馬利亞婦人要水喝。跟這婦女交

談的過程當中，這個有很多丈夫的女

人，認出耶穌是基督。透過這個不潔淨、

卑微的女人，撒馬利亞村裏有很多人因

著她的見證，信耶穌是基督。 

耶穌打破很多的藩籬，很多人認為

猶太人不要跟妓女、稅吏在一起，耶穌

十二門徒當中有一位稅吏，就是寫馬太

福音的馬太，竟然成為與耶穌親近且同

行的貼身門徒。耶穌行了很多神蹟，五

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醫治瞎眼、瘸腿

的人，就是要讓我看到那位有憐憫、有

慈愛的神。耶穌平靜風和浪，行走在水

面上，耶穌所有的比喻，用百姓聽得懂

的語言。不像我們神學院的老師，講的

是不是大家都能懂？耶穌用百姓能夠明

白的小故事，來說明天國的奧秘。 

最後耶穌不單單只是傳講，祂把自

己的命都獻上了，釘在十字架上，為著

你們、為著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讓

我們看見，祂愛我們甚至可以把自己的

命捨去。祂復活了，讓我們看到祂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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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然後祂賜下平安，我們信祂，平

安就進到我們的心中。我們就能夠成為

平安的承載者，是平安的使者，就是要

邀請人進入到神的平安裏，我們要與人

和好。 

與人和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要

說在教會很難，因為很匆忙，講個話都

很忙。我們常常沒有時間去處理和好的

關係，甚至包括在自己的家中，我們枕

邊的人有些關係也是很令人失望的，可

是卻沒有辦法。 

我的母親今年八十一歲，一生相當

坎坷。她其實是一個傳統的受害者，當

時的婚姻大多是媒妁之言。我的外婆知

道我的父親非常的風流，卻因著媒妁之

言，硬是將母親嫁給了我的父親。果然，

我爸爸很風流。婚後不久就是三妻四

妾，坦白講也是華人的傳統，要有能力

才能三妻四妾。可是對一個在傳統與現

代夾縫之間，母親也不敢說離婚，就忍

受著。所以，心中有許多的苦毒。信了

主之後，苦毒還在。怎麼化解這種苦毒，

怎麼跟我的父親和好呢？ 

我父親一直有哮喘，六十二歲時哮

喘發作。那時他在我第三個媽媽那裏，

三媽就打電話給我媽媽。當然她們沒有

常常往來，可是已經不再爭吵了。打電

話來說父親快不行了，母親很快趕到三

媽家，看到在床上掙扎的父親，喘著一

口氣，要走，走不了；要留，留不住，

掙扎地很久。我的母親告訴我，當時她

有一個感動，要跟父親說一些話，但是

卻不知該說什麼。後來母親輕輕對父親

說：我原諒你。不久之後，父親就安然

離開了。母親跟我分享，如果不是信了

耶穌，她沒有辦法說出這樣的話。一個

傳統的女性信了耶穌，要馬上說原諒的

話，不是那麼容易。她非常感謝，神能

夠讓她在那一刻讓她能原諒。因為當我

們能原諒人的時候，不只是我們心中的

苦毒會被化解，平安才會進到我們裏

面。我們才知道如何與人建立真實的親

密關係。 

耶穌說：願你平安。這個平安是真

實的，能勝過肉體各樣的摧殘，也能夠

勝過各樣的人際關係的膠著、破碎。我

們要看見我們主的能，知道我們不能，

但是我們的主能，祂已經為我們的不能

變成能了；因為我們的罪，全部都在十

字架上為我們付上了。祂已經勝過一切

罪惡，一切死亡，祂已經復活了。耶穌

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

的罪就被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

的罪就留下了。耶穌說，願你平安。 

「 願 你 平 安 ， 願 你 平 安 Shalom 

Shalom，有主同行，有主在我心，Shalom 

Shalom」（三月 11 日主日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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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出埃及記 

5／14 一  出埃及記五章 19~23  摩西被埋怨 

一、v19 以色列首領知道未來如何？面對苦難、大環境愈來愈差，我禱告嗎？ 

答：首領們聽見法老說：每天作磚的工作一點不可減少。他們就知道有禍了，沒有

草，磚不可能達到原來的數目。 

二、v20~21 首領們怎樣埋怨摩西、亞倫？我埋怨人，或相信神有美意？ 

答：首領們出來，正遇見摩西、亞倫站在對面，就抱怨他們，願耶和華鑒察他們，

審判他們；因為他們使首領們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被認定是懶惰的；把刀遞

在法老和臣僕手中，殺害他們，使他們無草作相同數量的磚。 

三、v22~23 摩西怎樣回應？我不與人爭執，向主禱告，求主賜信心力量嗎？ 

答：摩西沒有與首領們爭執，回到耶和華面前禱告。他問神，為什麼苦待百姓？為

什麼打發他去見法老？他去見法老，奉耶和華的名說話後，法老就苦待百姓；

他看不見耶和華拯救百姓。神的智慧超過人的智慧，摩西不能明白。 

 

5／15 二  出埃及記六章 1~8  耶和華的回答 

一、v1 耶和華回答什麼？困難中，我從神得到答案、安慰嗎？ 

答：對摩西的困惑，耶和華的答案是，因為法老不肯悔改，變本加厲苦待百姓；現

在，是耶和華刑罰法老的時候。摩西必看見耶和華向法老所行的事，使法老因

耶和華大能的手容百姓離去，甚至趕出埃及。 

二、v2~5 耶和華說祂是什麼樣的神？我相信神是全能的，必定守約嗎？ 

答：耶和華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為全能的神；至於祂的名耶和華他們未

曾知道。耶和華要堅定與他們所立的約，要把迦南地賜給他們。祂聽見百姓的

苦情，紀念祂的約。因為耶和華是全能的神，祂要作的事，一定能作到；因為

祂是守約的神，祂一定按所立的約，賜以色列人迦南地。 

三、v6~8 摩西應當如何？我求主賜信心，順從聖靈說話嗎？ 

答：摩西要對百姓說，耶和華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刑罰埃及，救他們脫離苦工，

作他們的神，領他們進入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 

 

5／16 三  出埃及記六章 9~13  摩西的掙扎 

一、v9 摩西怎樣順服？百姓呢？我心煩，不讀經、禱告、聚會或求主使心平靜？ 

答：摩西順服耶和華，告訴百姓耶和華是全能的神、守約的神，要領他們出埃及進

迦南。他們卻因苦工愁煩，不肯聽摩西的話。 

二、v10~11 耶和華再吩咐什麼？我相信神仍按祂的計劃行事嗎？ 

答：耶和華再吩咐摩西，進去對法老說，容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地。以色列百姓雖不

肯聽，耶和華仍按計劃進行。 

三、v12~13 摩西回答什麼？我活在挫敗中，或禱告相信神有夠用的恩典？ 

答：摩西回答耶和華，百姓尚且不聽，法老怎肯聽他這拙口笨舌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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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5／17 四  出埃及記六章 14~30  敬虔的家族 

一、v16~20 從利未起，摩西有哪些祖先？我求主使子女、孫子女都敬虔嗎？ 

答：利未生哥轄，哥轄生暗蘭，暗蘭娶了他的阿姨約基別為妻。約基別生了摩西、

亞倫。這樣從利未到摩西有四代。這是敬虔的族譜，摩西的父母有信心，趁摩

西在家撫養時，給他非常好的信仰教育，使他一生被神所用，來 11:23~28。 

二、v26~27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什麼？我願接受裝備，被神所用嗎？ 

答：耶和華說：將以色列人按著他們的軍隊從埃及領出來。以色列人被壓迫作苦工，

被埃及人踩在腳底下，但未來是耶和華的軍隊，要為耶和華爭戰。 

三、v28~30 耶和華說什麼？摩西有什麼掙扎？我相信神的話放下自己經驗嗎？ 

答：耶和華吩咐摩西，要將祂說的一切話告訴法老。摩西卻認為自己拙口笨舌，法

老不會聽。摩西認為有口才，法老才會聽。但說話的內容比口才重要。耶和華

一切話都必實現，不在乎口才。 

 

5／18 五  出埃及記七章 1~7  摩西順從神 

一、v1~2 耶和華要摩西、亞倫怎樣事奉？我按神所安排的位置事奉嗎？ 

答：耶和華要使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亞倫是替摩西說話的。凡耶和華吩咐摩西

的，摩西都要說。 

二、v3~5 離開埃及的過程將如何？我相信神是公義的，祂的計劃必實現嗎？ 

答：耶和華要任憑法老的心剛硬，也要在埃及多行神蹟奇事。但法老必不聽摩西、

亞倫的話。因為法老堅持行惡，苦待以色列百姓，耶和華要伸手重重刑罰埃及。

耶和華將百姓領出來的時候，埃及人就知道耶和華神聖不可侵犯。 

三、v6~7 摩西、亞倫怎樣行？我禱告，求神使我每件事都順從聖靈嗎？ 

答：摩西、亞倫就按耶和華的吩咐行；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們就照樣行。那時摩西

八十歲，亞倫八十三歲。 

 

5／19 六  出埃及記七章 8~13  蛇變杖的神蹟 

一、v8~9 耶和華說什麼？我相信神無所不知，預備自己接受挑戰嗎？ 

答：耶和華告訴摩西、亞倫，若法老要求行件奇事。摩西就吩咐亞倫：把杖丟在法

老面前，使杖變作蛇。耶和華知道法老的想法：既然摩西、亞倫要求以色列百

姓離開，就看看耶和華有什麼本事。接下來是權柄能力的戰爭。 

二、v10 摩西、亞倫進去見法老，怎樣行？我按神的吩咐行，經歷神的同在嗎？ 

答：法老不容百姓去，要看看摩西、亞倫有什麼本事。摩西、亞倫照耶和華的吩咐

行，亞倫把杖丟在法老和他臣僕面前，杖就變成蛇。 

三、v11~12 法老怎樣反擊？結果呢？我知道神的權柄超過世上一切權柄嗎？ 

答：法老召了智慧人和術士來；他們用邪術照樣而行，把自己的杖丟在地上，杖就

變作蛇。但亞倫的杖吞了他們的杖。耶和華的權柄高過一切術士的權柄。但法

老的心剛硬，正如耶和華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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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日  出埃及記七章 14~18  迎見法老 

一、v15 摩西要怎樣見法老？我順從神，作該作的事，有神同在嗎？ 

答：耶和華要摩西明天早晨往河邊去迎接法老，手裡要拿著杖。耶和華知道法老何

時出來，到河邊的哪裡；摩西順從，就遇見法老。 

二、v16 百姓去曠野，要作什麼？我追求名利、地位、享受或事奉神？ 

答：百姓到曠野去，要事奉耶和華。從事奉法老，被壓迫作苦工，到事奉慈愛公義

的耶和華。 

三、v17~18 摩西、亞倫怎樣警告法老？我接受警告，離開痛苦、災禍嗎？ 

答：若法老不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要用杖擊打河水，水就變成血。河裡的魚必死，

河腥臭，埃及人就要厭惡喝河裡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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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創啟】沐撒、家美夫婦 

【歸回恩典之路】 

從今年初開始，我們事奉進入新的階段。回顧過去剛來到此處的學習與適應，

一路有上帝的眷顧與保守，使我們看見這裡的處境所帶來的文化衝擊。在福音文化

的融合中，有許多的前輩、先進在此紮根，以各種不同的模式分享福音，但是為著

相同的目標和使命，就是使更多人能聽聞福音，讓福音廣傳。 

我們不是一開始便直接進入 M 民比較多的環境，乃是先到一個中繼點適應環

境，雖然我們期盼早日進入他們當中，但是神的心意原是好的，為要使我們步伐更

穩妥，而我們在此也發現許多開展事工的雛形及寶貴的資源，這過程沒有徒然，反

而使我們更深信神的心意。 

回想十年前，參與創啟暑期服務隊時，神親自呼召我進到創啟地區傳福音，那

一年服事碰到很大的攔阻，幾乎斷絕與 M 民朋友接觸的機會。十年之後，神讓我們

回到蒙召之地，可與 M 民朋友有更深的互動，看見神的引領與眷顧。我們過去所接

觸的學生，現都已進入社會工作，這些年間他們相繼進入婚姻，走入家庭。看見這

些朋友的生命歷程，盼望有福音的突破與契機，讓福音能進入到 M 民的家庭中。 

上帝未曾遺忘以色列民被擄之苦，讓他們能歸回，上帝也未曾忘記 M 民的需要；

當年事奉受阻時心灰意冷，神讓我的信心堅定，藉此機會讓我們能裝備自己，並引

領我們往這條事奉之路前行，我們深知未來事奉的道路是更加水深難行，有更多艱

鉅的挑戰，格外需要弟兄姊妹們的懇切禱告與支持。 

各位親愛的宣教夥伴，您每一次的代禱，都讓我們更多經歷神、更多地被神使

用，也讓我們的事工可以更對準神。您的禱告是我們屬靈爭戰得勝的關鍵，對我們

實在重要；請您在每天的禱告中為我們所服事的族群代禱，願神用各樣的方式，使

他們可以早日得著福音。謝謝你們的擺上，願神紀念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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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代禱 

【代禱事項】 

1、請為接下來要到新事奉的城市禱告。生活環境能有好的適應，與當地同工有好的

配搭，也期盼建立起一個穩定的事奉平台來接觸 M 民。 

2、請為近期有許多拜訪及勘察行程禱告。願神保守我們十分平安，也求神開路讓我

們看見未來工作的角色，也預備將合適的人帶來我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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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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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福音】賴明芳、劉娜娜夫婦 

時間過得很快，大觀新生命中心，從 2008 年七月開始至今已經滿十年，首先要

感恩：神在開拓之時曾經給我一段話，啟示錄三章 8 節：「……看哪，我在你面前

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所以當我們尋求神的時候，也是確定是否繼

續拓荒的時候，只有神能給我們答案！ 

在尋求地點的時候，有許多難以決定的地點，當時娜娜正在香港妹妹家，夜間

神在夢中啟示娜娜原定的地點 unformed(未成形)，所以我們才會到現址開始大觀心

命中心拓荒！ 

為什麼要回想這一些事情呢？因為需要提醒自己：祂才是創始成終的那一位

神，也是我們一定要繼續仰望的主！ 

生命的建造需要時間，而我們的有限需要恩典，如今新生命中心聚會人數約 26

～32 人，主日下午有禱告會、聖經綜覽的課程，希望造就弟兄姊妹渴慕神的道，希

望他們可以向下紮根，有一天可以向上結果！ 

看到弟兄姊妹的可愛，生命的成長，各個學習服事、十一奉獻、學習禱告……

等等，相信按照神的真理教導，他們有一天可以被栽培成基督的門徒，繼續跟隨主！ 

【感恩與代禱】 

1、請為弟兄姊妹在今年裡可以培養讀經與禱告的生活！ 

2、請為能有更多門徒被栽培起來禱告！ 

3、請為慕道友更渴慕神，可以信而受洗禱告！ 

4、請為我們夫婦的身體健康禱告，明芳近一年多來胃潰瘍與胃食道逆流等，無法好

好睡覺與吃東西，我們夫婦都有胃病，需要學習安息主懷與倚靠神禱告！ 

5、請為娜娜家中未信主的家人禱告：國忠(大弟)家+惠妞(妹妹)家+國政(小弟家)繼續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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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孝敬

父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

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申命記五章

16 節) 

公告：106 年度奉獻收據，尚未領取的弟兄

姊妹，請至二樓辦公室服務台領取。 

主日晚間擘餅聚會：主日 17:00~18:00 在南

京堂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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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聚會： 

基督精兵小組：今天 13:00~14:30 在 302 室，

題目：讀經與解經（一），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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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6/14（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羅榮岳弟兄主講「零售業在數位時代

的創變」，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四〜六月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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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真理：403 室 

靈命進深班─深知所信：404 室 

◎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教會生活：404 室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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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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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5/6)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53,220 元 

按月奉獻(127 筆) 746,600 元 

建堂奉獻(13 筆) 50,400 元 

感恩奉獻(34 筆) 129,100 元 

其它奉獻(3 筆) 6,278 元 

差傳奉獻(30 筆) 105,000 元 

代轉贈與(6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政府秉公行義，謙卑智慧處理兩岸關係、深

澳電廠、年金改革、台大校長人選等問題，

振興經濟，消除民怨。 

□ 凶暴、淫亂日日增加，美國大使館五月遷耶

路撒冷，主耶穌再來日子臨近。願我們儆醒

禱告，聖潔候主再臨。 

□ 主日講員、成主教師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按時分糧；信徒聽道、行道，在至聖真道上

造就自己，有主同在。 

□ 搖籃班、寶貝班與幼稚班孩童成長感恩，部

分孩子升級，進入新班能適應新環境。幼稚

班到高年級預備國中生見習教案，透過 5/20

見習，讓國中認識兒童事工，了解輔助教學

的角色，預備自己在兒主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