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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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2 日  第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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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讚美 16  讚美 16  讚美 16  讚美 17 

禱告…  龍浩雲  林光宇  嚴  正  郭勇挺  王紫珩 

獻詩…     祢與我同在 沒有難成的事    
啟應…  詩 123、124 篇 詩 123、124 篇 詩 123、124 篇 詩 123、124 篇 詩 84 篇 

頌讚…  讚美 312  讚美 312  讚美 312  讚美 312  讚美 250 

讀經…  詩 125 篇 詩 125 篇 詩 125 篇 詩 125 篇 來十一 13~16 

講題…  解惑：困頓中的問號與答案 解惑：困頓中的問號與答案 寄居者的信心 

證道…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  照 

頌讚…  讚美 303  讚美 303  讚美 303  讚美 303  讚美 379 

祝禱…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  照 

司琴…  唐賢一  凌旺楨  林伶美  林奇恩  張信慧 

招待…  林玉蓮  林惠珍  李宛真  黃俊賓  黎智雄 

  楊慶芳  陳春梅  姚曉萍  留三佳  郭曉蘭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賴建國  賴建國  賴建國  賴建國  王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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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音詩班獻詩（第二堂）：祢與我同在 
夕陽西下雲彩真美麗，黃昏晚霞的光芒漸離。主，我感謝祢，一日的看顧。 

黑夜愈深，祢與我同在。一生的遭遇，我曾失望，懷疑， 

慈愛的天父，是我牧者，救我，牽我，愛我。我不懼怕，祢與我同在。 

黑暗權勢，死亡苦難，黑暗權勢，死亡苦難，萬軍上帝戰勝這一切惡敵。 

我要信靠祢，依靠祢。我的一生，祢看顧保守，人生黃昏，祢賜福更多。 

我要感謝祢，親愛的天父，光明出現，祢與我同在。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讚美 195 首  沒有難成的事 
我看見聖經中有神的應許，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祂應許成全大而難成的事，只要信靠祂的話語。 

真神的道是安全可靠的錨，當遇見各樣的狂風； 

雖然人軟弱會動搖和失敗，但神的話不會落空。 

這是神的話：在我凡事都能，為你而寫你當接受。 

相信祂的應許，神不會落空，凡祂所言祂必成就。 

副歌：沒有難成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沒有難成就的事，只要信靠祂應許。 

當聽神的聲音對你說：在我豈有難成的事嗎？ 

你當專心倚賴信靠，接受救主應許；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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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小組時間 7.29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摩押因勇士驕傲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小組時間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認識真神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聖徒言行 時間的好管家 
7.23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7.25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潑常存的盼望 
國度的人才 7.26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分組查經    

  下午 2:00 姊妹會 感恩見證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認識真神 
  晚 7:00 社青團契 頌唱詩篇    信徒造就 B 班 

基要真理 往事的了結 
        

7.28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泰北之夜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攻克己身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七月份查經內容 
徒廿二 1~16 
徒廿二 17~30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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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人建房子  太七 24~27 

7.23 ⼀ 晚 7:30 15 組 新安 305  低年級 ⼀起去捕⿂  約廿⼀ 1~14 
7.24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耶穌被釘十字架  太廿七 15~50 

  晚 7:30 ⽯⻑豐  高年級 大金像危機  但三 1~2,4~18 
7.27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廖宜立 陶孟華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幼稚班 我不能代替上帝  創五十 15~21 
   29 組 305  低年級 信任上帝  創十二 1~7 

7.28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中年級 請保守我們的安全  太二 13~23 
  下午 1:30 12 組 206  高年級 大金像危機  但三 1~2,4~18 
  下午 3:00 程玲玲  30 組 207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為以色列立王 撒上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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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活畫信仰（上） 
 

劉民和 

讀經：雅各書二章 14~26 節

「活畫信仰」這個題目，是根據加

拉太書三章 1 節：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

呢？所以，這個「活畫」有兩方面的含

意：一方面是實質上，我們可以從字面

上看到有個畫面，耶穌基督替我們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一方面，就是信

仰達到一個真實的地步，就是我們相信

神的真理，在我們心中實實在在地呈現

出來了。 

有一次我和政府單位開會，談到反

毒。政府就宣告說，現在監獄人滿為患，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很多人共用針頭打

毒品，而感染到愛滋病。當我聽到這消

息時，心中有一個意念說：晨曦會有這

麼多的地方幫助人戒毒，難道不能幫助

這些毒癮又感染愛滋病的人嗎？ 

我一方面很有感動要這樣做，另外

一方面，我心裡想，這樣太困難了：幫

助人戒毒已經很困難了，還要幫助得愛

滋感染的嗎？得愛滋感染的人，有放棄

自己的心態，所以就更加困難。可是，

按著神的感動，我還是回到同工中間

問：有誰願意投入這樣的一個工場？結

果，有三位同工舉手，於是開始了這樣

的工作。 

剛開始時，真地很不容易，因為感

染愛滋的人，會放棄自己。他們跟我談

判，說每一餐吃完後要抽一根煙，因為

他們不一樣。我就問他們：覺得自己有

什麼不一樣？他們說：我們是感染者。

我問：感染者不一樣嗎？我們都是罪

人，罪人都要悔改。煙毒不分家，酒毒

不分家，我們戒毒，也要戒罪，而且也

要戒煙、戒酒。 

當同工跟他們談的時候，突然有一

個人就刀片割手，說：不要碰我。刀子

一割血就噴出來，噴在我們同工的身

上，那個人接著說：我是感染的，不要

碰我！他就是想用這種行動來威脅、要

脅，要我們同意他們飯後抽一根煙。我

的同工天天都跑去驗血，要知道有沒有

感染到愛滋。到最後，他說：不要驗了，

死就死吧！結果他現在還是活的很好。

其實，愛滋病沒有那麼容易感染，細菌

在空氣中很快就死掉了。經過這事後，

我們還是堅持下去。雖然停了三次，但

是仍然堅持到今天，到現在已經十多

年。在我們群體當中，有一些人被改變

之後，有心投入工作，就參加我們福音

戒毒門徒訓練，並且回頭，去幫助這個

群體，這是我們的一個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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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我個人吸過毒，但是沒有感染愛

滋。因此，如果要我去幫助吸毒又感染

愛滋的人，我不知道如何和他溝通，只

能溝通一半。吸過毒，大家都差不多，

可以談得來，但是我不知道感染愛滋的

痛苦。他們是非常絕望的，他們跟我說

到愛滋感染，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為

醫院不要，家人也不要，朋友也不要，

社會也不要。有一位在我們那裡戒毒的

朋友，曾經說過：我去到法院時，法官

問說：現在在哪裡？我回答說：現在在

晨曦會。法官就說：那就先在晨曦會待

著，先不要判你。 

監獄人滿為患，到處大家都不要。

可是，我們看見耶穌基督的憐憫和慈

愛。今天早上，我們有一位弟兄，他是

感染者，他願意來為主作見證。通常公

開說一個人感染了愛滋是很不道德的，

也不應該。但是，有一次我在講道時，

他對我說：牧師，我很有感動，如果有

可能，我願意站起來作見證。這件事我

放在心裡。今天，我就邀請他來分享他

的見證。以下是鄭福榮弟兄的見證： 

各位牧長、弟兄姊妹，平安。聖經

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一切都是新的了。一個人不

管他過去，做了多少錯事；不管是一個

怎麼樣的人，在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裡

面，都是有真正盼望的。 

我過去是一個吸毒十幾年的人。其

實我們吸毒過的人，看到聖經當中一段

經文，是特別感同身受的。那就是在格

拉森，有一個人是被一群污鬼所附的。

他被污鬼所附，沒有自由，他沒有辦法

自己想做什麼。他是被控制的，而且他

住在墳塋當中。我吸毒時，就是一個行

屍走肉的生活，活著不知道是要做什

麼，人不像人。而且這個被鬼附的人，

用腳鐐鐵鍊也不能捆綁的，沒有人能制

住他。過去我吸毒，吸毒的人常常進出

監獄。從監獄出來第一件事情，還是要

去找毒品來吸食。聖經中這個人晝夜在

山中喊叫；我們內心當中有很多不平

安，很多痛苦，萬般的無奈，連自己都

看不起自己。這個被鬼附的人，用石頭

砍自己；我們吸毒的人，傷害自己也傷

害別人。 

我在監獄服刑期間，知道自己愛滋

病感染時，當場楞了一下。但是接下來，

一般人有兩種反應：一種是情緒的宣

洩，無法安靜下來。但是我卻是另外一

種，安安靜靜的；因為我感覺到，過去

吸毒這麼多年，一直無法戒掉毒品，我

還不如死了，苦難的日子才能結束。 

在監獄時，對愛滋感染的知識不

多，常常以為自己只有幾年可活。那時

我就在想：還有什麼是我人生最大的心

願要去實現？在知道自己感染之前，最

愛我的父母都相繼去世。我的人生非常

孤單，我真地很希望，可以成為不吸毒

的人。過去吸毒，我活著沒有尊嚴，是

一個痛苦的人。離開人世時，是一個有

尊嚴的人，是我最大的心願。但是我也

知道，這個心願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

我吸毒多久，就戒毒多久，從來沒有一

次能夠成功。我的內心對未來非常絕

望，不斷有良心的譴責，還有面臨死亡

的恐懼。從小在民間信仰長大，因果循

環、報應的想法，在我心中造成很大的

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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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講 壇 講 壇 

感謝上帝的恩典，能夠到晨曦會，

讓我可以認識上帝。在福音當中，我真

實看到上帝愛我，願意接納我。雖然內

心仍然有很大的疑惑，像我這樣的人，

上帝願意愛我嗎？我是一個不可愛、也

不值得被愛的人，但是上帝就是愛我。

當我知道上帝愛我，生命可以被上帝改

變，我看到了人生有盼望。這樣一路走

來，經歷了很多上帝的恩典，上帝一直

保守著我，帶領我前面的道路，讓我可

以接受裝備，不但可以服事上帝，也對

上帝有更深、更多的認識。 

感謝主，一路走來，有很多說不盡

感謝上帝的話。因為不管在什麼樣的狀

況當中，就算是遇到困難的時候，每次

想到生命中所經歷到上帝的安慰，就很

喜樂。雖然我只有國中畢業，過去十幾

二十年，因為吸毒，會做的事情不多，

但是上帝仍然使用我服事上帝。很多感

染愛滋的吸毒人，雖然還很年輕，但是

因為吸毒又感染，對於人生是很絕望

的。但是，認識上帝之後，很多弟兄都

可以放下自己，好好尋找人生最大的希

望和盼望的所在。我也很感謝上帝，在

這樣的服事當中，我時常可以進入監獄

中去傳講福音，這些都是很感恩的事。 

從前在監獄裡，我是個沒有名字的

人；因為犯人在裡面只有號碼，沒有人

會叫你的名字。現在我可以在監獄中和

他們分享福音，這是我現在可以做的事

情。每次看到人接受了福音，生命被改

變，對我是很大的激勵。 

我是鄭福榮，今年 51 歲，吸毒、坐

牢總共 18 年，感染愛滋病 15 年。我過

去的生命看起來好像是被咒詛的生命、

不名譽的生命，但是在主耶穌基督裡

面，這成為我恩典的記號，也能夠讓我

來榮耀上帝。我比從前更健康，樣子看

起來比從前更年輕，今天我要在這裡說

「我不至於消滅，是因耶和華諸般的慈

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致斷絕，每個早晨

都是新的，祂的誠實極其廣大。」（哀

三 22~23）（下期待續） 

 

本堂上主日(7/15)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5,920 元 

按月奉獻(56 筆) 345,690 元 

建堂奉獻(7 筆) 19,100 元 

感恩奉獻(16 筆) 36,750 元 

其它奉獻(6 筆) 33,200 元 

差傳奉獻(13 筆) 134,500 元 

代轉贈與(9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長傳教執和同工常存謙卑的心，每天好靈

修，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存敬畏心事

奉神，固守真道，警醒禱告，看顧牧養群羊。 

□ 成主各班老師有好靈命，熟悉真理中的盼

望，常禱告，深入淺出講解神的話，有合適

的例證和比喻；引導同學明白真理。 

□ 暑假信徒出外旅遊，或國外親友返國相聚，

求神保守，出入平安，美好愉快。 

□ 未來兒主教育將規劃「門徒培育」，從牧養、

門徒帶領到兒童事奉，求聖靈引導核心同工

與新進傳道人，同心思考可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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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出埃及記 

7／23 一  出埃及記廿二章 16~20 婚姻聖潔 

一、v16~17 婚前苟合怎樣處理？我拒絕誘惑，相信神所賜的聖潔婚姻最好嗎？ 

答：男人引誘沒有訂婚的處女，與她行淫；必須交出聘金，娶她為妻。喜愛未訂婚

的處女，應按正常管道提親，娶她為妻。引誘苟合，不但犯罪，也必須交出聘

禮，娶她為妻。女方接受引誘，也有責任，要作這人的妻子。若女子父親堅決

不答應婚事。男方要交出處女的聘禮賠償女方的損失。 

註：當時聘禮五十舍客勒銀子。 

二、v19 與獸行淫的，怎樣處理？我敬畏神，持守聖潔，拒絕淫亂謬論嗎？ 

答：與野獸行淫的，必定處死。神按照祂的形像造人，男女結婚，二人成為一體，

生出子女，培養他們成為敬虔的後代。人有神的形像，要代表神，管理地上的

牲畜野獸；與獸行淫，大大得罪神。 

註：2017.8 摩洛哥 15 名青少年性侵一驢子，都得到狂犬病，該病死亡率 100％。 

三、v18 行邪術的女人怎樣處治？v20 敬拜別神的呢？我只敬拜神，遠離靈異嗎？ 

答：行邪術的女人與鬼打交道，被鬼利用，必定治死。祭祀敬拜別神，不單單敬拜

耶和華的人，是敬拜偶像後來的邪靈，必要滅絕。除去他的性命外，他一切拜

偶像的東西都要除掉，免得被人拿去犯罪。耶和華是宇宙獨一至高的主宰，只

應單單敬拜祂。 

 

7／24 二  出埃及記廿二章 21~27 善待弱勢 

一、v21 應怎樣對待寄居者？我善待外勞、外傭、外配和寄居的人嗎？ 

答：不可虧待寄居的，也不可欺壓他；因為以色列人曾在埃及被欺壓作奴工。世界

各地都有本地人欺負、壓迫外地人。欺負、壓迫是罪，必須遠離。  

二、v22~24 應怎樣對孤兒、寡婦？我求主賜愛心，善待弱勢者嗎？ 

答：孤兒和寡婦是弱勢者，不可苛待他們。若他們哀求耶和華，有憐憫的耶和華必

垂聽，並且發烈怒除去苛待者的性命，使他的妻子為寡婦，兒女為孤兒。 

三、v25~27 應怎樣對待窮人？我求主賜智慧，善待窮人嗎？ 

答：若窮人在你的社區，他向你借錢，不可拿利息。即使他拿外衣作抵押品，在日

落前必要還他；因為沒有外衣作棉被禦寒，晚上怎能睡覺呢？若他哀求耶和華，

耶和華必垂聽，因為耶和華是有恩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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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7／25 三  出埃及記廿二章 28~31 敬畏神 

一、v28 不可說什麼話？我求神賜我敬畏的心，遠離毀謗，禁止口犯罪嗎？ 

答：不可毀謗神，也不可毀謗百姓的官長。毀謗是罪，神和官長都是管理者，即使

心裡不服，也不可毀謗。 

二、v29~30 要獻上什麼？我感受神的愛，獻上最好嗎？ 

答：莊稼初熟的物和酒醡中滴出來的酒，是最好的，要拿來獻上，不可遲延。一切

是神所賜的，應馬上將最好的獻上，表達感恩。頭生的兒子要歸神，被神所用。

牛羊頭生的，七天當跟著母，吃母奶，第八天要奉獻給耶和華。獻給神，被神

所用遠超過被人、公司或世界所用。 

三、v31 在神面前，要作怎樣的人？我拒絕污穢的圖片、影片和言詞嗎？ 

答：在神面前要作聖潔的人。田間被野獸撕裂牲畜的肉，不可吃，要丟給狗吃。不

可貪便宜，捨不得去吃。這些撕裂的肉已有野獸的病菌或已腐敗不能吃。 

 

7／26 四  出埃及記廿三章 1~5 誠信與助人 

一、v1~2 不可作什麼事？我求主賜力量，拒絕世俗潮流，堅持誠實正直嗎？ 

答：不可隨夥散佈謠言；不可與惡人連手作假見證。不可隨眾行惡；不可在爭訟的

事上附和群眾行惡，作假見證，扭曲公義正直。 

二、v3 訴訟要避免什麼事？我敬畏神，不敢偏私嗎？ 

答：不可在訴訟的事上偏袒窮人。神是公義的，義就是義，罪就是罪，審判必須正

直公平。窮人需要幫助；但在訴訟中偏袒窮人，就是幫助窮人行惡。神必按人

所作的報應各人。 

三、v4~5 怎樣對待仇敵的困難？我求主賜力量，不幸災樂禍，幫助人嗎？ 

答：若遇見仇敵的牛或驢迷了路，務必牽回來交給他。若看見恨你之人的驢被壓在

重馱之下，不可走開，務要和他一同卸下驢的重馱。不可幸災樂禍，應幫助有

需要的人，即使他是仇敵。 

 

7／27 五  出埃及記廿三章 6~9 正直清廉 

一、v6~7 不可作什麼事？當遠離什麼？我遠離虛假，靠主誠實正直嗎？ 

答：不可在窮人訴訟的事上，屈枉正直。當遠離虛假的事。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人，

因耶和華必不以惡人為義。 

二、v8 神禁止作什麼事？我恨惡不義之財，拒絕賄賂嗎？ 

答：不可接受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明眼人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 

三、v9 不可作什麼？我憐恤人的軟弱，絕不欺壓嗎？ 

答：不可欺壓寄居的人；因為以色列百姓曾在埃及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

寄居者擔心隨時被欺壓，沒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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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7／28 六  出埃及記廿三章 10~13 工作與安息 

一、v10~11 六年當如何？第七年呢？我按神的心意規劃，有工作，有休息嗎？ 

答：六年要耕種田地，收藏土產。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種，使周圍的窮

人有吃的；他們所剩下的，野獸可以吃。你的葡萄園和橄欖園也要照樣辦理。

過度使用土地，使土地退化，生產力衰退，甚至沙漠化無法生產。 

二、v12 六日當如何？第七日呢？我正常作息，按時完成工作，不過勞嗎？ 

答：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

的都可以休息，舒暢。 

三、v13 對神的話當如何？我遵行神的話，不容惡事、惡念進入心中嗎？ 

答：凡耶和華對你們說的話，你們要謹守。別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從你口中

傳說。 

 

7／29 日  出埃及記廿三章 14~19 向耶和華守節 

一、v14~15 一年三次當如何？怎樣守除酵節？我按神的吩咐，拒絕惡事惡言嗎？ 

答：一年三次要向耶和華守節。要守除酵節，按照神的吩咐在亞筆月所定的日期，

吃無酵餅七天。誰也不可空手朝見神；因為以色列是在這月出了埃及。 

二、v16~17 要再守什麼節？我知一切所得都是神賜的，把最好的獻給神嗎？ 

答：要守收割節，就是收在田間勞碌耕種所得初熟之物的節；要把地裏最好的初熟

之物帶到耶和華—神的殿，獻給耶和華。能夠有收成是耶和華的恩典。年底收

藏田間勞碌所得之時，要守收藏節。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 

三、v18~19 不可作什麼事？我按神的心意事奉，拒絕罪惡，風水、靈異嗎？ 

答：不可將祭牲的血和有酵之物一同獻給耶和華；祭牲的血為了贖罪，酵預表罪惡。

耶和華節期中祭牲的脂肪是獻給耶和華的，獻祭時就應燒盡，不可留到早晨。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因為這是異教的一種法術。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三章 5-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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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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亞洲福音未得的關鍵禾場，雖政權對基督教有成見而設諸多限

制，求主在我們中間預備向越南人見證基督的福音使者。 

【心繫穆民】 

1、暑期有幾隊服務隊前往事奉，為往返平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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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24 舉辦泰北青年跨文化宣教營，到泰北清萊府湄占福泰福音中心，青年含

輔導及同工共 28 位前往，泰國宣教團隊全力配搭。活動有認識泰國文化、宣教

體驗、參與中文教學、校園文化交流、村落事奉，也會聽到泰國宣教士的見證分

享。請為旅途往返平安、所有團員身體健康禱告，青年在泰國能有機會經歷神。 

3、7~10 月期間有多支福音隊前往福泰福音中心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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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止累計結存達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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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財務報告 

上月結存 728,544 累計收入 6,391,414 

本月收入 879,365 累計支出 5,379,898 

本月支出 596,393 奉獻達成率 39.9% 

本月累計結存 1,011,516 奉獻應達率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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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

你的神。（申命記六章 5 節） 

綜合消息： 

夏季洗禮：8/26 舉行，凡清楚重生得救者，

請至服務台索取表格報名。（8/12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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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路得團契：7/28 本週六 13:30 在新安 B01

室，主題：勝利後的危機—看致命的妥協，

歡迎單親家庭參加。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8/9（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鄭俊德弟兄主講「閱讀的一百種可

能，人生的一千種想像」，歡迎邀請未信主

親友參加。 

聖樂組音樂講座：7/28 本週六 14:00~16:30

於南京堂 407 室舉辦，由林伶美姊妹主講：
「貝多芬第二號交響曲—人生磨難中的力

量與喜樂」，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徵召服事： 

現代人生活講座服事：徵召招待、攝影、音

控同工。每月第二週週四 18:30〜21:30。請

洽教會分機 30 黃光含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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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5

〜2019 年 1/9，每週三全天。意者洽黃光含

傳道，教會分機 30。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七～九月課程：各班教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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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言行：403 室 

靈命進深班─活潑常存的盼望：404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基要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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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