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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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0 日  第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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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禱告…  洪嘉隆  吳千姬  鄧星昊  劉順愛  王子光 

獻詩…        神言堅定 祢知道 
啟應…  詩 1 篇  詩 16 篇  詩 1 篇  詩 16 篇  詩 34 篇 

頌讚…  讚美 228  讚美 216  讚美 228  讚美 216  讚美 221 

讀經…  太四 1~11 士八 22~35 太四 1~11 士八 22~35 林前十三 1~13 

講題…  基督的試探 二壘安打後的殘局 基督的試探 二壘安打後的殘局 最妙的道 

  —致命的吸引力    —致命的吸引力     

證道…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黃光含 

頌讚…  讚美 318  讚美 267  讚美 318  讚美 267  讚美 383 

祝禱…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黃光含 

司琴…  錢恩宇  羅家懿  許中玫  李弘恩  金聿琳 

招待…  余智能  張育能  原平安  李寒宣  林石蕾 

  王若軒  楊秀瑰  劉翠玉  姜郁玲  謝麗卿 

  林玉蓮  馬碧磯  李宛真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汪川生  汪川生  賴建超  賴建超  賴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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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讚美第 191 首「神言堅定」 
神的應許不能廢去，句句都是堅定，信心從來不用憑據，因神言出必行。 

你心應該像亞伯蘭，那樣舉目望天，數算眾星輕看艱難，信望越久越堅。 

現在黑雲雖然濃厚，雲上太陽未變，只要再過不久時候，陽光就要顯現。 

雖遇逼迫仍要鎮定，因為在火窯中，有榮耀的神子同行，仇敵終要擊空。 

（副歌）天地雖能被焚燒，小山大山雖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見主話得成。 

少年兒童詩班獻詩（第四堂）：祢知道 

祢沒有在我需要安靜的時候，給我獨處的房間； 

祢沒有在我需要同伴的時候，給我一張樂意傾聽的臉； 

祢沒有等我準備好的時候，才交給我該學的功課； 

祢沒有讓我太早知道，下一分鐘會面對什麼樣的煩惱。 

但是（因為）祢卻真知道，我生命中最深的需要，每個挑戰的臨到，只教我明白自己的渺小， 

因此我漸漸知道，祢在我身邊引導，最想不到的情境，祢讓我隨時隨地，有祢可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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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三寶傳奇 6.17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悖逆必遭禍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查經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有福的人生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基要真理 等候主再來 
6.11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6.13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深知所信 
勝過撒但 

6.14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個人靈修分享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有福的人生 
  晚 7:00 社青團契 飛越魯蛇窩    信徒造就 B 班 

教會生活 使徒信經 
6.15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專題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夫妻相處 
6.16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教會論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六月份查經內容 
徒廿⼀ 1~26 
徒廿⼀ 27~40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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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禱告  路十八 9-14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耶穌騎驢進城 太廿⼀ 1-9 路十九 28-40 

6.11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耶穌傳道  太四 23-25 
6.12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雅各遇神  創廿八 10-22 

  晚 7:30 ⽯⻑豐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6.15 五 晚 7:30 廖宜立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幼稚班 得與失  創廿五 27-34 

   32 組 B02  34 組 304  低年級 上帝創造了  創⼀ 1-2:3 
6.16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中年級 禮拜與生活 摩三 13-15,五 1-27 

  下午 2:30 17 組 203  高年級 雅各遇神  創廿八 10-22 
  下午 3:00 ⽯美姬 24 組新安 301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到應許之地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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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在真理中進深（上） 
 

譚國才 

讀經：約翰福音十六章 12~15 節

我們在上帝的真理還可以再進深

嗎？2015 年初，加拿大西海岸一個海

灣，有一隻殺人鯨擱淺了。這殺人鯨從

大海游到岸邊一個很多水的水窪；一時

不察，等到潮水退了，就擱淺卡在岩石

上，游不出去了。好在附近的居民發現

這隻擱淺的殺人鯨，就來救援。但是殺

人鯨實在是太大了，他們搬不動，也沒

辦法用吊車吊出去，只好盡量保持殺人

鯨的濕潤，將水倒在鯨魚的身上。他們

沒辦法再做其他的事，只能夠等下一次

潮水漲回來。等了八小時，潮水漲回來，

水越來越多，殺人鯨終於游出水窪進入

大海，還噴了一口氣，像是道別。 

基督徒好像這隻殺人鯨。我們若沒

活在真理當中，好像殺人鯨在這邊嬉戲

很不錯。你所有的這一些，不知從那裏

來的道理，好像可以讓你活一陣子。比

如我們對金錢的觀念，覺得應該做什

麼，目標是如何，父母、學校教我們的，

社會所流行的。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

也覺得這些都很有道理，周圍的人也是

這樣生活，我們就覺得活的不錯了。可

是季節來到、時候來到，潮水退了，我

們就擱淺了。如果我們不是跟主真理豐

盛的海洋連在一起，我們就卡在那裏，

不得動彈，甚至會要命的。我們要在真

理當中不斷進深，不能像這隻鯨魚；覺

得自己有一點人生經驗，某些道理蠻管

用的，或者聖經的真理也知道一些了，

但是我們就擱淺在岸邊。 

什麼是真理呢？約翰福音十六 12、

13「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

現在擔當不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耶穌

這段話是，他上十字架前跟門徒最後的

講論。門徒跟隨耶穌有三年的時間了。

可是，耶穌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

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門徒不是不

知道關於耶穌的一些事情，但是耶穌還

有更深、更豐富、更重要的真理要告訴

門徒。可是耶穌不說，因為說了門徒也

不懂，擔當不了。所以只好等，等聖靈

來。我們領受真理夠豐富了嗎？會不會

耶穌也是看著我們說：我還有好些事要

告訴你們，可是跟你講，你也擔當不了；

聽，也聽不進去；聽了，也不明。耶穌

說，真理的聖靈來。什麼是真理呢？我

們有個線索，真理的聖靈來，祂要引導

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的原文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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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進入一切的真理，翻成明白，是按

照我們的常理。平常我們說真理，是要

了解、懂得、明白。可是耶穌講這句話，

是進入的意思。使徒約翰記錄下來，是

進入一切的真理。所以，真理不是讓你

明白而已，而是你要投身在其中。你要

進入在真理裏面。跟我們平常想的真理

不太一樣。平常想的真理，最典型的是

數學的真理、物理的真理。但是聖經不

是講這樣的真理。我們之所以覺得數

學、物理的真理最可靠，是因為過去幾

百年科學的發展，理性主義。人用理性、

經驗然後實驗，發現很多真理很可靠。

因此，我們就覺得這個就是真理的典

範。這些固然是真理，因為也是上帝所

造的。但是人活著，主要不是靠物理、

數學的真理。雖然這些有用，但我們更

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你的父母真誠

對待你，你才能夠長大；你的人際關係，

你的快樂都是因為有真誠的關係。 

今天的真理不只是物理、數學這種

道理或者哲學系的命題。耶穌說：我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穌就是真

理。耶穌當然超過一切數學、物理的真

理。父神是創造天地的主，用祂的話語

來創造，物理和數學也是祂創造的一部

分。萬物的真理就是從上帝的話來的。

約翰福音十七 17 說：祢的道就是真理。

站穩在上帝的話，就是站立在真理當

中。真理的相反是虛謊。我們要常常想：

活在真理當中，還是在虛謊當中？ 

電影楚門的世界描述，有一個電視

劇製作人，他很有錢，收養六名孤兒，

其中一位是楚門。這製作人突發奇想，

要播一個電視實境秀，用這個孩子成長

過程，點點滴滴在電視上播放。這孩子

每天生活的點滴都被拍在攝影機裏面。

他把楚門放在一個人造的世界中，那是

一個很大的地方，建了一個超大型的攝

影棚，裏面有真實的社區，但是上面的

天空是假的，那是攝影棚的天棚，雲也

是假的，社區裏的人全是演的，只有楚

門認為是真的。他是孤兒，但是他有媽

媽、爸爸。後來楚門成長到一半，爸爸

就淹死了。後來楚門長大交了一位女朋

友，這女朋友都是演的。他們彼此喜歡，

到了一個地步，幾乎要把楚門這整個故

事講出來。但楚門生活的各處都有攝影

機監視。製作人知道這個女朋友快要把

真相說出來，這個女朋友很快就失蹤，

楚門也不知道女朋友跑到那裏去了。過

了沒多久，又有一個女孩子出現在楚門

的身旁，是一個更稱職的演員。楚門開

始發現怪怪的事情：走在路上，突然從

天上掉下一個攝影棚的大型探照燈；他

抬頭一看，天空好像破個洞又合起來。

他開始有一點疑問，又觀察社區的人都

怪怪的，他們都按時、按順序出現，他

已經看出來每個人出現的規律。他覺得

很興奮，但他的女朋友說楚門想的太多

了。楚門將疑問放在心裏。最後種種的

原因，楚門覺得這個社區太奇怪了，要

出去探索更大的世界。他就開車出去，

製作人有各種辦去讓他出不去。最後楚

門決定坐船出去。這個攝影棚大到有

船、有海。製作人發現楚門坐船要逃跑

了，於是開始用大風浪，幾乎要把楚門



 -5-

講 壇 講 壇 

弄死。但楚門還是堅定，要出去找更大

的世界。最後製作人讓風浪停下來，開

始用廣播跟楚門說：不要出去，你現在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明星，我們可以一起

創作更多的財富跟幸福。楚門不理，繼

續向前航行，最後船撞到天空，那是一

面牆。他走到前面，去摸那面牆上被船

撞破的洞。他大哭，他知道他的人生都

是假的。但是他還是堅決要走出去，發

現一道樓梯通向一個門。他直覺，通過

這個門是一個更大的世界。這時製作人

又說話挽留他，他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他。他就鞠躬像是謝幕，然後走出去，

電影就結束了。 

當然這是一個電影想像的一個情

況。我們如果創造一個虛擬的世界，可

以把一個人騙到什麼時候？又可以真實

到什麼樣的程度？楚門年輕時，真地認

為這個社區是真實的世界。擴大一點

想，今天我們覺得真實的世界，是真實

的世界嗎？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他

從懷疑看到的、經歷到的開始。西方現

代哲學就從這裏開始。你怎麼知道這個

世界是真的？哲學家一直在問這個問

題。我們看到這個楚門秀。一個非常有

權勢的人，可以讓人活在一個虛假的世

界中；掌權者可以使你活在虛假當中，

也可以使你活在真理中。（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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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第一、三堂：基督的試探—致命的吸引力 

經文：馬太福音四 1-11 

中心思想：所有的試探都是_______的 

Ａ、危險的試探很難避免 

1、以_________神旨意方式來滿足自我需求 

2、_________神兒女身分做違背神旨意的事 

3、看短暫_________過於神兒女永恆的身分 

Ｂ、危險的試探可以避免  

1、不要以為自己可以__________ 

2、留意自己隱藏______________時期 

3、平時就留意______________三部曲 

4、留心增加自己的______________力 

5、要專心提升自己的_______ 

6、試探叩門讓_____________去開門 

第二、四堂：二壘安打後的殘局 

經文：士師記八 22~35 

中心思想：沒有永恆價值的事奉乃短暫的 

A、神兒女的事奉可能沒有永恆價值  

1、________________是失敗的開始  

2、英雄難過____________關 

3、大罪是________累積出來的 

4、會做_____但不一定會做_____ 

5、________的背影深深影響兒女 

6、得罪_____的必會得罪_____ 

B.神兒女事奉可以有永恆價值 

1、在成功時，看中你的________與________ 

2、在_________時建立好的屬靈伙伴 

3、留心屬靈的 “_________”定律 

a、屬靈恩賜並「不等於」屬靈______ 

b、有聖經知識「不相當」於認識____ 

c、能力過人並「不保證」定能______ 

d、虔誠的信仰「不能」自然地_______ 

4、屬靈領袖需留心__________不保 

5、不能原諒別人時，受害的就是自己的_________ 

6、以別神代替___________的，他的仇苦必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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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差傳協會】看見越南 心繫穆民 深耕泰國 

【看見越南】 

1、為追尋真神的越南人能在福音使者帶領下更認識真神，透過聖經教導堅固信心。 

2、為「看見越南暑期青年關懷服務隊」於 8/27~9/5 前往北越代禱，求主預備合適的

成員，也為行程一切安排禱告，讓更多台灣有心的弟兄姊妹看見越南福音禾場，

並且願意投身其中。 

【心繫穆民】 

1、2018 年 5/16~6/14 是穆斯林的齋戒月，願基督徒能以愛心為穆斯林的靈魂禱告，

使他們能如雅各在伯特利親自遇見神。並為主的緣故，尊重、善待身邊的穆斯林

朋友。 

2、求主在每一個堂會興起至少一位肢體，願意在教會或社區裡關心印尼籍幫傭。 

【深耕泰國】 

1、佛教傳統及鬼魅習俗深深捆綁泰國人民心靈，形成堅固營壘，求主憐憫做奇事。 

2、今年將於 7/16~24 舉辦第二屆青年跨宣營，今年共 28 位學員及輔導參與，請為營

會各項活動預備及安排順利禱告。 

3、7-10 月期間有多支福音隊前往福泰禮拜堂事奉，為各樣事奉安排，也為福音隊在

泰北事奉蒙神賜福，讓當地人能得見真神。 

【差傳協會】 

1、為在前線的宣教士石榮英、黃靜兒、賴建超、陳淑娟、徐葳葳、林婷、賴明芳、

劉娜娜、沐撒、家美，與泰國當地同工曹挪亞、車香梅夫婦：與神有美好關係、

身心健康、對工場的快速變化有良好適應並開展出好的人際關係、事奉有力蒙主

引導。 

2、至 2018 年 4 月底止累計結存達 72 萬多元，2018 年經常費預算 1,450 萬，求主在

眾堂肢體中作感動，使宣教士供給及事工費能足夠。 

 

2018 年 4 月份財務報告 

上月結存 1,255,971 累計收入 5,512,049 

本月收入 1,063,688 累計支出 4,783,505 

本月支出 1,591,115 奉獻達成率 34.5% 

本月累計結存 728,544 奉獻應達率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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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代禱 

【泰北】賴建超、陳淑娟夫婦 

轉眼之間，我們一家回台灣述職已近三個月了。感

謝神恩典，讓我們有機會去許多教會、團契分享見證，

並傳遞宣教異象。傈僳使徒富能仁宣教士在山雨傳記中

曾提到，我們如同拿火炬點火的人，有的木柴是溼的，

根本點不著；有的是乾的，正好燃起旺火，發光發熱。

深信神自有祂奇妙的計劃，願神在各地挑旺宣教的火，

興起宣教精兵！ 

回想三個月前，在我們預備回台灣述職時，我們蠻

擔心敬亞的學習及同儕關係。因考慮不影響敬亞在泰國

學校的學習，我們只安排回台灣述職四個月，加上我們

要南北奔波探視在台北及高雄家人及安排出國訪宣，實

在不方便讓敬亞進入台灣的小學就讀。而就在禱告交托

中，真的感謝主奇妙的安排，讓我們與一些主內兄姐不

期而遇，因而一步步架構出敬亞的學習網絡，包括親子

共學、英文、美術、鋼琴、音契兒童合唱團、街舞等等。

哇！神賞賜給敬亞的台灣生活真是多姿多采呀！ 

不僅如此，神也讓我們有機

會去馬來西亞吉隆坡及印尼萬

隆去探望我們神學院的同學，透

過牧者的眼光更認識當地福音

的挑戰及契機。巧合的是，這兩

個國家皆是以穆斯林為主要群

體。尤其在萬隆時，所住的地區

周遭有好幾座清真寺。每天清晨

四點半起，所有清真寺的廣播大

喇叭開始大鳴大放，呼叫人起床

向阿拉禱告。老實說，廣播傳出的呢喃聲感覺真像魔音傳腦。

即然我們已被吵醒，我們也同樣禱告，為仍在黑暗中的穆斯

林向耶和華真神禱告。惟願爾撒的真光在即將來臨的伊斯蘭

齋戒月間，藉著異夢異象顯現在全球穆斯林的心中，指引穆

斯林真正得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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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代禱 

在這段時間，除了服事外，我們也安排了家庭旅遊，

讓身心重新得力。另外，我們也把握機會到基督教書房買

書、讀書，讓書多多充實我們的心靈。這次回台灣，感觸

很深的是，遍地都是低頭族！不僅小孩，連老人都是。看

到許多人已被 3C 產品捆綁了，但卻不自覺！想到在泰北

的戒毒村已開始收戒治手機、網路及電腦遊戲的患者，我

想在台灣應該也有不少人上癮了。與大家一起勉勵，立志

多讀紙本聖經及屬靈書籍，因看電子書容易分心，而臉書

真的不是書喔，社交媒體有限度使用為妙。 

感謝主的賜福，泰北福泰禮拜堂在我們述職時依然穩

定地發展。四月復活節主日有三位姐妹受洗歸入主名。五

月初福泰禮拜堂第一梯國內短宣隊共 14 人，在黃靜兒宣

教士及曹挪亞傳道帶領下，前往帕么省泰國村莊佈道，藉

著家庭探訪、佈道晚會等，與在當地開荒的傳道人配搭傳

福音。看著同工傳來的服事照片，每位參與短宣的肢體流

露出的喜樂深深地感動我們。保羅說：「若沒有奉差遣，

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

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15)。請為福泰禮拜堂的

肢體們奉差遣向自己的骨肉至親大發熱心遍傳福音禱

告！ 

【感恩及代禱事項】 

1、我們一家已在 20 個教會及團契分享感恩，接下來還有 6 個教會，願主使用我們

點燃宣教火炬，為主作榮耀的見證。 

2、淑娟已獨居多年的父親願意去安養中心感恩，更感動的是父親親口說，要靠耶穌

來幫助！深信這是神奇妙的作為。 

3、建超淑娟預備申請返回泰國工作簽證的手續禱告，求主開通達道路，使我們能在

六月中順利返回泰北，繼續下一任期的服事。 

4、福泰禮拜堂在同工們的治理下繼續成長，會友屬靈生命更加茁壯感恩，求主記念

同工們服事的辛勞。 

5、求主繼續堅固復活節新受洗的肢體：阿音、澎、馬泰琴。求主使用他們，成為委

身教會，委身傳揚福音的門徒。 

6、為福泰禮拜堂會友查大嫂安息追思順利結束感恩，求主托住查大哥的心懷意念，

也繼續保守他們的子孫們在信仰中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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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題目―出埃及記 

6／11 一  出埃及記十二章 37~42  離開埃及 

一、v37~38 以色列人怎樣離開埃及？我離開罪惡，不留任何機會給罪惡嗎？ 

答：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婦人孩子，步行的男子有六十萬；又有

許多閒雜人，並有羊群牛群。他們沒有留下一人或牲畜，全都帶走。 

二、v39 他們用什麼作食物？我接受神給的環境，順從神，蒙神賜福嗎？ 

答：百姓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因為被催逼離開，不能耽延，也沒有為

自己預備什麼食物。有酵麵體積大，若帶有酵麵，分量就很有限。 

三、v40~42 何時離開埃及？我相信聖經末世的預言，句句都必準確實現嗎？ 

答：以色列人住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

就從埃及出來了。那夜是耶和華的夜，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地，以色列眾人

世世代代要向耶和華謹守。 

 

6／12 二  出埃及記十二章 43~51  逾越節的條例 

一、v43~45 守逾越節有什麼規定？我清楚重生，按主的吩咐領聖餐嗎？ 

答：外邦人都不可吃逾越節的羊羔；但各人用銀子買來的奴僕，既受了割禮就可以

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受了割禮，屬於耶和華，可吃羊羔；未受割禮，

不屬耶和華，不可吃。重生信徒，可領聖餐；未重生者，不可領用。 

二、v46~49 要在哪裡吃？羊羔的骨頭呢？我求主賜信心，不被苦難打倒嗎？ 

答：應當在同一個房子裡吃；不可把一點肉帶到外面。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羊羔預表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必定在耶路撒冷受難，路 13:31~32。他雖受十架

苦刑，骨頭一根也不折斷，所有的受苦難都不能打倒他，約 19:36。 

三、v50~51 摩西、亞倫和眾人怎樣行？我接受神的吩咐，並鼓勵信徒遵行嗎？ 

答：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亞倫，以色列人就怎樣行了。正在那一天，耶和華將以

色列人按他們的軍隊，也就是按以色列十二支派，領出埃及。 

 

6／13 三  出埃及記十三章 1~10  記念出埃及 

一、v1~2 以色列中頭生的，當如何？我隨從世俗潮流，或分別為聖走神的路？ 

答：頭生的，無論是人或是牲畜都是耶和華的，要分別為聖歸給耶和華。世界的一

切都要過去，只有分別為聖，遵行神旨意的，永遠常存，約壹 2 :16~17 

二、v3~7 當怎樣記念出埃及的日子？聖餐記念主，我省察自己認罪、離罪嗎？ 

答：有酵的餅都不可吃。將來進入應許流奶與蜜之地，要在亞筆月守逾越節。吃無

酵餅七日，四境之內不可有發酵的餅和發酵的物。酵預表罪，林前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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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8~10 逾越節那日，要怎樣告訴兒子？我感謝神的拯救，願作得救見證嗎？ 

答：守逾越節是因為耶和華在埃及所行的事。這要在手上作記號，能夠看見；額上

作記念，表示深入腦海，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口中。每年都要守這節。 

 

6／14 四  出埃及記十三章 11~16  頭生的歸耶和華 

一、v11 以色列人前途將來如何？我有清楚的人生方向和目標嗎？ 

答：耶和華要照祂向以色列人和他們祖宗起的誓，將他們領進迦南地，把迦南地賜

給他們。他們不是漫無目標，在曠野飄流，而是進入應許之地。 

二、v12~13 進迦南地後，當如何？我感謝主耶穌付出生命，替我受死嗎？ 

答：百姓要將一切頭生的，都歸給耶和華。凡頭生的驢要用羊羔代贖；若不代贖，

就要打折牠的頸項，牠就死亡。凡頭生的兒子都要贖出來。人和驢不能獻上為

祭，要用羊羔贖出來。 

註：驢能負重，是重要的運輸工具，但不潔淨，不能獻上。 

三、v14~16 要怎樣回答兒子的問題？我預備自己，能教導子女真理嗎？ 

答：逾越節兒子問為何守節？要回答：那時，法老幾乎不容我們離開埃及，耶和華

就把埃及所有頭生的，無論是人或牲畜都殺了。因此，我們把一切頭生的公牲

畜獻給耶和華為祭，但將頭生的兒子都贖出來。 

 

6／15 五  出埃及記十三章 17~22  雲柱、火柱 

一、v17~18 為什麼不走非利士地？我相信神的帶領，超過人的看法嗎？ 

答：非利士地的道路雖然近，神知道百姓此時遇見戰爭，會後悔回埃及去；就引導

百姓繞道而行，走紅海曠野的路。 

二、v19 為什麼把約瑟的骸骨帶去？我知道天家是我的家嗎？ 

答：約瑟生前曾叫以色列人嚴嚴地起誓說：神必眷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

裡一同帶上去。約瑟堅持他的骸骨要葬在神應許的迦南地。 

三、v20~21 神在曠野怎樣引導百姓？我常順從聖靈引導，或自己作主？ 

答：在一望無際的曠野，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

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 

 

6／16 六  出埃及記十四章 1~9  法老追兵 

一、v1~4 耶和華要摩西怎樣行？為什麼？我放下自己的意思，順從聖靈嗎？ 

答：耶和華要摩西吩咐百姓轉回，安營在比哈希錄前。法老必認為以色列人在曠野

迷了路，要追趕以色列人；耶和華就在法老和他全軍上得榮耀。於是，以色列

人按耶和華的吩咐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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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5~7 法老得到什麼消息？作什麼決定？我不肯放棄利益，作錯決定嗎？ 

答：有人告訴法老：百姓逃跑。法老和臣僕就變心，預備車輛，帶領軍兵並所有的

車，每輛車都有車兵長。法老貪圖六十萬奴工的利益，繼續犯罪。 

三、v8~9 法老的心如何？怎樣追趕以色列人？我心裡剛硬，忘記錯誤的教訓嗎？ 

答：耶和華任憑法老的心剛硬，忘記長子和頭生牲畜被擊殺，就追趕以色列人；因

他們昂然無懼地出埃及。法老的軍隊就在以色列人安營的地方追上了。 

 

6／17 日  出埃及記十四章 10~14  不要懼怕 

一、v10 法老臨近，百姓如何？困難時，我禱告神嗎？ 

答：以色列人舉目看見法老軍隊趕來，就甚懼怕，向耶和華哀求。 

二、v11~12 百姓怎樣埋怨摩西？我因困難、危險，埋怨人嗎？ 

答：百姓埋怨：難道在埃及沒有墳地，要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為什麼領我們出

埃及？在埃及我們曾說不要攪擾，容我們繼續服事埃及人嗎？因為服事埃及

人，比死在曠野好。他們看法老的軍隊，認為自己必死，忘記神的拯救。 

三、v13~14 摩西怎樣安撫百姓？我求主賜智慧，安慰人，依靠神嗎？ 

答：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要施行的救恩；因為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

必永遠不再見了。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只管靜默，不要作聲。相信神，勇敢

站住，不要亂了陣腳。埋怨、吵鬧必定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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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6/3)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55,000 元 

按月奉獻(119 筆) 820,820 元 

建堂奉獻(10 筆) 33,200 元 

感恩奉獻(30 筆) 86,710 元 

其它奉獻(2 筆) 150 元 

差傳奉獻(26 筆) 74,800 元 

代轉贈與(2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世界日益凶暴、淫亂、邪說謬論橫行，追求

自我利益。求主使我們清楚聖經教訓，堅持

按真理而行。 

□ 末世魔鬼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求主賜

我們信心，堅守真道，不意氣用事，不給魔

鬼機會。忍受困難，知道主恩典夠用；天家

才是我們的家，敬虔度日，等候主耶穌再來。 

□ 傳道同工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不被潮流迷

惑，追求名利權勢。務必按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作無愧的工人。 

□ 為惠林暑假陪讀班的課程規劃、親子營，

需要的老師、志工人力，求主預備。為陪

讀班老師，每天面對孩子多變化的情緒，

家長的問題，求神賜下體力、智慧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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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

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馬書十四

章 17 節) 

綜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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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從靈洗到滿有聖靈」書籍：意者或已登記

購買者，請至三樓服務台旁邊購買。 

信徒聚會： 

基督精兵小組：今天 13:00~14:30 在 302 室，

題目：讀經與釋經（二）—綜合讀經法。歡

迎參加。 

伉儷團契：今天 14:00 在 205 室舉行，由莊

舒華姊妹主講：從聖經看誘惑—如何保守我

們的心遠離誘惑。歡迎家庭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徵召服事： 

泰北福音隊同工徵召：10/4~10 前往泰國清

萊湄占舉辦青少年營會。另徵召後勤同工，

歡迎有寫劇本、科學實驗或團康活動設計的

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支援活動設計。意者請洽

二樓服務台報名。 

｢為玉里多走一里｣分享暨說明會：6/30 週六

上午 10:30~12:00 於南京堂 205 教室舉行，

邀請您來分享見證、述說上帝的榮耀，也歡

迎有興趣瞭解此事工的弟兄姊妹參加。 

現代人生活講座服事同工：徵召招待、攝

影、音控同工。每月第二週週四 18:30〜

21:30。對象：基督徒（需至少一位長傳推薦）

請洽教會分機 30 黃光含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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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班親子同樂會 

時間：今天兩個時段 

9:30~10:30、11:00〜12:00 

地點：南京堂 204 教室 

歡迎已報名的親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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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消息： 

生產喜訊：神學生洪嘉隆弟兄、劉婷華姊妹

5/27 蒙主賜一女嬰，母女均安，感謝神。 

安息：陳定國弟兄（陳朝壽弟兄父親）6/2

安息主懷，6/14 週四 14:00 在第二殯儀館至

真二廳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