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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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  第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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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讚美 2  讚美 8  讚美 8  讚美 15 

禱告…  鄒柏林  林光宇  周純如  劉聯穎  黃光含 

獻詩…  如鷹展翅上騰 我心充滿無限感恩 清潔的心  
啟應…  詩 107 篇 1~22 詩 107 篇 1~22 詩 23 篇  詩 23 篇  詩 91 篇 

頌讚…  讚美 167  讚美 167  讚美 393  讚美 393  讚美 248 

讀經…  約四 1~26 約四 1~26 詩 1 篇  詩 1 篇  書十四 6~15 

講題…  還你自由 還你自由 義人的路 義人的路 松柏長青 

證道…  莊舒華  莊舒華  程世光  程世光  杜榮華 

頌讚…  讚美 220  讚美 220  讚美 194  讚美 194  讚美 275 

祝禱…  莊舒華  莊舒華  程世光  程世光  杜榮華 

司琴…  葉逸寧  王心芝  張文慧  林雅億  謝玫琪 

招待…  雷元暉  吳富昌  周美汝  王瑞欽  林石蕾 

  羅家叡  周小聘  張  薇  汪碧玲  謝麗卿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王文衍  王文衍  王寓文  王寓文  王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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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如鷹展翅上騰 

等候耶和華的，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他們必不跌倒，必強壯重新得力，他們必重新得力。 

你心若煩惱，背負重擔憂愁，不要灰心，明天必有新盼望。 

求告天父，祂必垂聽應允。 

等候耶和華的，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他們必不跌倒，必強壯重新得力，他們必重新得力。 

等候耶和華神的，他們必重新得力。 

活水詩班獻詩（第二堂）：我心充滿無限感恩 

我心充滿無限感恩，祂承擔我痛苦；並且賜恩使我重生，祂深知我罪污； 

祂斬斷我罪孽捆綁，用真光遮蓋我，將祂公義律法能力，刻印在我心中。 

我心充滿無限感恩，因祂與我同行，用大能淹沒我軟弱，驅散懼怕的心； 

祂每一應許都足夠，使我能往前行。祂慈愛膀臂扶持我，以恩典膏抹我。 

我心充滿無限感恩，因祂在上掌權；祂智慧是我真平安，祂慈愛永不變； 

因我在世上每一天，都是我主所賜。故我獻生命和所有，愛主並跟隨主。 

姊妹會詩班獻詩（第三堂）：讚美 361 首「清潔的心」 

有一件事，我懇求主，因我道路滿有泥濘， 

無論用水，無論用火，使我潔淨，使我潔淨。 

若主賜我明顯異象，我心將會快樂感恩； 

但主賜我清潔的心，更為寶貴，更為寶貴。 

只要我心清潔明亮，就能看見更大異象， 

如鏡觀看，奧秘顯彰，神聖奇事，神聖奇事。 

副歌：求主潔淨我的身心，如屬必要，用火煉淨， 

不論如何只要使我，罪惡除清，罪惡除清。 

 

 

 

神啊，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詩篇五十一篇 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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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義人的忍耐（上） 
 

王子光 

讀經：約伯記一章 1、6~12、十九章 25、26 節

已故的歌手高凌風唱過一首歌「忍

耐」。整首歌詞很簡單，大致說：追求

幸福就要學習忍耐，歌詞中還有一些忠

言、勸告，叫人要忍一時氣，可以免百

日憂。整首歌從開始就不斷叫人要忍

耐、忍耐，歌詞結束也是忍耐。高凌風

唱這首歌的時候，是我作學生的時期，

歌詞非常符合我當時的心情。在這首歌

曲，高凌風強調了忍耐的重要性，歌詞

不斷勸人要忍耐。忍耐很重要，但是這

首歌並沒有告訴我們：要如何忍耐？ 

在人生不同階段，不可否認，我們

都必須要忍耐。例如面對事情要忍耐，

與人相處、夫妻相處、教導兒女，都需

要忍耐。我們在人生中難免會遇到苦

難。例如最近低氣壓籠罩，嘉義以南地

區，很多飼養的豬隻、很多住戶、教會

被大水淹了好幾天。遇到這樣突然的患

難，我們格外需要忍耐，才能渡過難關。 

今天講題是「義人的忍耐」。希望

透過約伯在苦難中的遭遇。在經歷苦難

時，約伯是如何堅持忍耐，最後能夠得

到上帝加倍的賜福。我們可以從約伯信

心的歷程當中，學習到一些功課和安慰。 

約伯記的作者寫這卷書，可以說是

對全世界在苦難當中的人，所寫的一首

美麗的詩歌。約伯記第一章第一節，介

紹了約伯這個人。約伯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就是我們今天講題所說

的義人，在神眼中約伯是義的。要講約

伯的忍耐之前，必須要先瞭解：約伯是

怎麼受苦的？他的苦到底有多麼苦？ 

先講約伯的受苦。我們知道人人都

會受苦，若是講到忍耐，忍耐是有條件

的。詩篇卅四篇 19 節說「義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這裡講的

義人和苦難，似乎非常的不搭調。一般

人觀念都是認為，有罪的人應該受罰，

那麼義人就應該多受獎賞、多有福份才

對呀！當約伯受苦的時候，他的三個朋

友來看他，這三個朋友也是抱持著相同

的觀念，並且苦口婆心勸約伯，要趕快

向神認罪，免得受這些苦難。 

約伯的朋友會這樣勸告約伯，是因

為人常常把罪和苦難劃上等號。其實我

們知道，許多的疾病和苦難，不一定是

從罪來的。約伯為什麼會受苦呢？約伯

記一章 6~12 節我們讀到，一場非常特

別、在天上舉行的聚會，魔鬼撒旦也在

當中。第 7 節：「耶和華問撒旦說：你

從哪裡來呢？撒旦說：我從地上走來走

去，往返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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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我們要問：什麼是走來走去？撒旦

為什麼要走來走去？彼得前書五章 8 節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

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

可吞吃的人。」這裡很清楚的記載，惡

者天天遊走、遊行，要找這些屬神兒女

者的麻煩，要看看他們生活上到底有沒

有什麼問題，行為上有沒有什麼差錯。

如果一旦被他發現了，就會立刻跑到神

面前，控告上帝的兒女。 

這裡講到「可吞吃的人」，既然有

可吞吃的，就有不可被吞吃的。所以我

要問在座的各位：什麼是可被吞吃的

呢？那就是不警醒、不謹守，對神信心

軟弱的人，這樣的人一定會被撒旦吞

吃。相反的，誰不會被吞吃呢？就是謹

守、警醒，堅定在神的話語上，對神有

信心、依靠神的人；這些人是魔鬼撒旦

所吃不下來的。 

約伯記一章 8 節「耶和華問撒但說：

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上

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

惡事」。9 節「撒但回答耶和華說：約伯

敬畏神，豈是無故呢？」其實，從撒旦

的這個回答，我們可以看見，撒旦不僅

質疑約伯，也質疑了神。撒旦質疑神說：

約伯敬畏祢，是因為祢保護他啊！因為

祢賞賜給他很多好處，祢給他這麼多的

財產，祢賞賜給他這麼多的兒女，約伯

會敬畏祢的原因，就是因為祢給他這些

好處。撒旦認為，約伯愛神是有條件的，

約伯真正愛的，是神所給的這些好處。

撒旦認為，約伯會敬畏神，是因為他怕

神會把這些好處都收回去。 

撒旦對於約伯的質疑、對於神的質

疑，耶和華是如何反應呢？聖經 12 節：

「耶和華對撒但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

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於他。於是撒

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 

我第一次讀到約伯記這一段經文的

時候，覺得很氣憤，而且也不太能理解；

因為神和撒旦在這裡好像在比賽射箭，

可憐的約伯就好像是被瞄準的箭靶。 

當約伯在受苦很深很深的時候，約

伯記七章 20 節「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

罪，於你何妨？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

子，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這裡約伯

說，為什麼要把我當作箭靶子呢？可見

在約伯心中，常常也有這樣的感受。 

我自己對另外一點也非常難以理

解。我很難想像說：神，祢愛約伯，祢

說約伯是一個義人，但是約伯記一章 11

節「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

面棄掉你。」當撒旦提出這樣一個要求

時，神祢怎麼能夠忍心，為什麼祢就允

許撒旦展開對約伯攻擊迫害呢？祢這樣

的行為，是不是違反了祢良善慈愛的形

象呢？當時這些疑問，常常在我心中翻

轉，也許那時我的屬靈生命並不是很好。 

當我屬靈生命慢慢、漸漸成長時，

就可以發現，其實神並不是一個老糊

塗，神並不是因為受不了撒旦的一點點

質疑就允許撒旦的要求。事實上是，神

深深瞭解約伯的心，所以神才同意讓約

伯受苦。目的是要試煉約伯，讓約伯對

神有更多的認識。神瞭解約伯，知道約

伯能夠承受得起這些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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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前幾年，伊斯蘭國在很多地方迅速

發展，各地的基督徒就開始受到迫害。

從電視網路的播報中，不斷可以看到基

督徒被迫害，甚至公開斬首的血腥畫

面。當我不斷看到這些畫面時，心裡常

常有一個思想：如果鏡頭裡面的那些人

換成是我，我能夠承受嗎？在幾次禱告

中聖靈提醒我：其實你不必太過焦慮，

就是因為你承受不住那些苦痛，神才沒

有讓你生長在那些地方；就是因為你承

受不了，才不讓你經歷這些難處。 

這樣說起來，受苦似乎要有資格，

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神認識你，知

道你可以承受小苦難，還是大苦難。神

不會給你一個你無法承受的苦。有一節

經文可以幫助我們，我們一起讀哥林多

前書十章 13 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

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

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

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

能忍受得住。」這經文也解開了我心中

的疑慮。神允許撒旦拿走約伯的好處，

但是不允許撒旦加害約伯的生命。當約

伯通過這些信心的考驗，在這些苦難當

中更認識神，並且更體會神的心意之

後，神就加倍賜福約伯。（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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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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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查經 9.23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伸冤與責備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查經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感恩見證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與國家 
9.17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9.19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潑常存的盼望 
得救見證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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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見證 
  晚 7:00 社青團契 查經    信徒造就 B 班 

基要真理 永恆的賞賜 
9.21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查經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愛的真諦 
9.22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為學校禱告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九月份查經內容 
徒廿四 1~13 
徒廿四 14~27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9.16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9.17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蔡秀美  幼稚班 保羅信主  徒九 1~19 
9.18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低年級 彼得醫治多加  徒九 36~42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司提反殉道  徒六、七 51~八 2 
9.21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高年級 雅各結婚  創廿九 1~23、25~28、30 

   32 組 B02  34 組 304  36 組林口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9.22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幼稚班 神頒布十誡  出十九〜廿、卅⼀ 18 

  下午 1:30 12 組 206  低年級 耶穌為我們死  太廿七 32~61 
     中年級 饒恕帶來祝福  創廿 1~17 
     高年級 雅各結婚  創廿九 1~23、25~28、30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聖經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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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出埃及記 

9／17 一  出埃及記卅六章 20~38  造幕板 

一、v20~27 南、北和西面各多少豎板？我求主賜耐心，按神心意把工作做好嗎？ 

答：南面二十塊，北面二十塊，西面六塊，每塊長 10 肘，寬 1.5 肘。豎板有四十六

塊，要一步步按神藉摩西所吩咐的尺寸，耐心做好。 

註：1 肘約 45 公分，10 肘約 4.5 公尺。 

二、v22~30 豎板與銀座怎樣相接？我按神心意與同工配搭嗎？ 

答：每塊豎板要做兩個榫頭，與帶卯的銀座相接。做的時候，榫頭要與卯配合地相

當準確；不能太緊無法相接，也不能太鬆，豎板歪斜。每塊豎板的兩個榫頭，

要配兩個銀座。一個榫頭要配一個銀座的卯。 

三、v31~34 各板怎樣連接？我感謝神，賜不同恩賜同工，教會能緊密連合嗎？ 

答：每一面豎板都用五閂，豎板中間的腰有一閂，上下各有兩閂。每塊豎板都有金

環套閂，使豎板緊密連接，沒有縫隙。教會有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

教師，弗 4:11。這五種不同的恩賜，將教會連接，不給惡者機會。 

 

9／18 二  出埃及記卅六章 35~38  造幔子、門簾 

一、v35~36 怎樣做出幔子？我存戰兢而喜樂的心，專心事奉嗎？ 

答：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織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這

幔子隔開至聖所和聖所，幔子的基路伯提醒每年一次進入至聖所為百姓贖罪的

大祭司，要像基路伯存戰兢而喜樂的心，專心事奉耶和華。 

二、v37 怎樣做出門簾？我存敬畏神的心，敬虔事奉神嗎？ 

答：拿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用繡花的手工織帳幕的門簾。祭司進

入聖所，必須經過門簾。門簾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等高貴的

線和繡花的手工織成的，提醒祭司必須作貴重的器皿，敬虔進聖所事奉。 

三、v38 門簾的柱子和底座如何？我儆醒禱告，順從神事奉，不任性嗎？ 

答：為簾子做五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鉤子，用金子把柱頂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

有五個帶卯的座，是銅的。金代表神性，事奉應有神性；銅代表審判，不按神

心意事奉，神必審判。只有神揀選的祭司可進聖所；烏西雅王強入聖殿，要在

香壇上燒香。額上忽然有大痲瘋，神的審判臨到，代下 26: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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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三  出埃及記卅七章 1~9  造約櫃 

一、v1~5 四金環安在哪裡？祭司抬約櫃時如何？我順從神，放下自己意思嗎？ 

答：四金環安在櫃的四腳上，祭司用肩膀抬約櫃，約櫃在祭司以上。表示天怎樣高

過地，照樣，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賽 55:9。 

二、v6 用精金作什麼座？我有困難，就到神面前，求神賜恩典嗎？ 

答：用精金作施恩座。神的寶座是施恩的寶座，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 4:16。施恩座也是贖罪座，神

賜最大的恩典是賜下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付出生命贖我們的罪，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 

註：施恩座原文是贖罪座。 

三、v7~9 基路伯翅膀如何？臉呢？我敬畏神，專心討神喜悅嗎？ 

答：基路伯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因為神太威嚴、太榮耀，必須遮掩。人見神的面

必定死，33:20。基路伯臉對臉，朝向施恩座。基路伯的臉一直朝向神的寶座，

不管環境如何、其他活物如何。神的寶座決定一切。 

 

9／20 四  出埃及記卅七章 10~16  造陳設餅桌 

一、v10~15 比撒列怎樣製造陳設餅桌？我順從聖經教訓，生活合神心意嗎？ 

答：比撒列按耶和華吩咐摩西的，用皂筴木做一張桌子，長二肘，寬一肘，高一肘

半，又包上精金，四圍鑲上金牙邊。桌子的四圍各做一掌寬的橫樑，橫樑上鑲

著金牙邊。他按耶和華的吩咐，就做出合神心意，堅固美觀的桌子。 

二、v13 四金環安置在哪裡？我祈求主日崇拜講員能按時分糧嗎？ 

答：四金環安在桌子四腳的四角上。安環子的地方是挨近橫樑，可以穿槓抬桌子。

利未人抬桌子時，陳設餅桌的桌面與利未人的肩膀同高。牧者、講員肩負供應

生命糧的責任，必須按時分糧，太 24:45。 

三、v16 陳設桌有哪些器皿？我用各樣方法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裡嗎？西 3:16。 

答：精金的盤子、調羹、奠酒的瓶和爵。供應生命的糧必須按神心意用各樣器皿。 

註：爵，古時的杯子，飲酒的器皿。 

 

9／21 五  出埃及記卅七章 17~24  造金燈臺 

一、v17 怎樣做出金燈臺？我在考驗中忍耐，相信神的應許必定成就嗎？ 

答：用精金做一個燈臺；這燈臺的座和幹，與杯、球、花，都是接連一塊錘出來的。

錘出來，要用許多時間和工夫，慢慢錘，需要耐心和信心，相信按照神的吩咐

一定可以錘出來。 

註：一他連得約 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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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18~23 金燈臺形狀如何？必須注意什麼？我順從聖靈，有平衡的生活嗎？ 

答：金燈臺主幹兩旁各有三個旁枝，製造時必須兩邊對稱，才能平衡不傾斜。每旁

枝上又必須有三個杯形狀如杏花，有球支撐。必須順從聖靈製造，才能做出兩

邊一樣重，並有美好的杏花和球的旁枝。 

三、v24 燈臺頂端如何製造？我順從聖靈，有穩固的真理根基，生活發光嗎？ 

答：主幹和六旁枝的頂端做七燈盞，可以放橄欖油點燈。製造從底座、主幹、旁枝

依順序做，必須有剛好分量的金子做燈盞。這是金燈臺最高，也是最重要的部

分。 

 

9／22 六  出埃及記卅七章 25~29  造香壇 

一、v25 要製造什麼？我求神賜下禱告的負擔、思想和言詞，能禱告嗎？ 

答：用皂莢木做香壇，四方的，長一肘，寬一肘，高二肘，壇的四角與壇接連一塊。

香壇是為了在耶和華面前燒香禱告。信徒得不著是因為不求，雅 4:2。 

二、v26~28 怎樣製造使香壇可以移動？我學習隨時都能禱告嗎？ 

答：做兩個金環，安在牙子邊以下，在壇的兩旁、兩根橫撐上，作為穿槓的用處，

以便抬壇。用皂莢木做槓，用金包裹。信徒當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 

三、v29 要為香壇作什麼？我明白真理，按神的心意禱告嗎？ 

答：按做香之法做聖膏油和馨香料的淨香。我們若按神的旨意求什麼，祂就聽我們，

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約一 5:14。 

 

9／23 日  出埃及記卅八章 1~8  造祭壇、洗濯盆 

一、v1~3 怎樣稱呼壇？我願奉獻自己，為神而活嗎？ 

答：用皂筴木做四方、長五肘，寬五肘，高三肘，有四個角，用銅包裹的壇，稱為

燔祭壇。燔祭完全獻給神，預表奉獻自己，為神而活，羅 12:1。 

二、v3~7 怎樣做出銅網？我求主賜力量堅持絕對的真理，接受相對的看法嗎？ 

答：銅網在四圍的腰板以下，從下達到半腰。獻祭時，祭物在銅網上面。網要有足

夠的承受力，才能長期使用不變形。銅網必須與腰板有適當間隙，間隙太大祭

物落在網與腰板之間；太小網與包銅腰板必有磨損。銅預表審判，神按真理審

判。絕對的真理必須堅持，相對的看法，不要堅持。 

三、v8 洗濯盆和盆座用什麼做的？我除去各樣罪惡錯誤，有清潔的良心嗎？ 

答：用會幕門前事奉之婦人的銅鏡做的。這銅是高級的銅，光亮能反照婦人的面貌。

神賜人良心，良心有光照、辨別是非、警告、鑒察…等各樣功能，人應當有清

潔的良心，提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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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印記〜魚池福音隊 
陳寶珠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

神而生，並且認識神。」又「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祂的心在我

們裡面得以完全了。」是的，因著神的愛，我們才有力量去付出愛與關懷，也才能

成為幸福快樂的人，這是神的恩典。神要我們去關心人的生命，所以，一年一次的

南投魚池福音隊，雖是路途有些遥遠，但，若一個生命可以影響一人的生命，我想

很多弟兄姐妹都願意擺上自己。 

當天早上 8：30，弟兄姐妹在新安中心集合出發，4 輛車迎著陽光奔馳在高速公

路上，風和日麗的天候，讓我們深知禱告蒙神垂聽。我們相約 11：30 前抵達埔基醫

院內的教堂，神一路眷顧保守，大家接續平安抵達。在教會內用餐後，我們即刻與

住在埔里的司琴劉耀慧弟兄配合詩歌練習，用更敬畏態度來事奉神。 

約下午 2：20 來到護理之家，當時已有人在交誼廳等候我們，陸續又有護理人

員推出坐在輪椅的病患。大家坐定後，我們用詩歌引領他們讚美神，然後余智能、

何智祥弟兄分別見證他們得救的經歷；還有江貞瑩姊妹帶領他們做簡單的手指運

動。最後，我們一對一的關懷問候每個人，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與處境，再分別帶

領他們禱告。 

    在兩小時的過程中，透過每一項活動與他們有良好的連結，而魚池教會楊錫助

傳道也適時地傳講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愛。他鏗鏘有力的講解，讓整個聚會充滿活力，

有掌聲、有回應聲，此起彼落，使原本無生氣的護理之家，因神的轉動，瞬息轉換

了不同的畫面。看著他們微揚的嘴角，即知已在他們內心注入歡樂因子，而這份得

來不易的些許喜樂，猶如及時雨，適時滋潤他們乾涸的心田，真願這份感動因神的

恩典與憐憫得以持續長久。 

長期住在護理中心，應都是體衰

的老者，及心智功能喪失的患者，抑

或生病無法自理的。他們多數承載著

羸弱的身體，猶如將殘的燈火，人生

似乎已失去了盼望。我們眼目所及

的，盡是充滿孤單無力茫然的眼神，

他們大部分是被動來到這裡，親人期

待他們有更妥善周全的照顧。但，無

論如何，他們都需離開至親，且行動

受限，難以自主活動，那份孤獨落寞，

甚或怨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當我

們面對他們，我們的關懷是否能得到他們的接納，即便我們小心翼翼問候，也憂心

刺傷他們易碎的心靈，這的確是一項艱難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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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質疑失能、失智者可能不清楚我們所言所做的事，而我們傳揚神的

愛，必然很多人無法領受。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放棄，奔走不厭倦，更要堅定地

告訴他們：「你們不是被遺棄的，因，神愛你們，祂會褓抱你們在祂的懷裡。」所

以，我們盡心而為，只管與神同工，我們深信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

不是我們可以測度的。祂是「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的神，有一天聖

靈親自感動他們時，奇妙的事必然發生，神祂將會成就美事的。 

第二天早上，我們參與魚池教會社區長照事工。約莫九點半後，已有人來到教

會，而楊傳道也開著福音車到各處載他們來教會。後面廚房已有年長的同工們開始

備餐，一早教會顯得既忙碌又溫馨，一切的準備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在主家裡，

人人主動，弟兄姊妹合作無間，有人接待、有人排桌椅，彼此照應，互為幫補，因

著神，我們再次感受愛的激勵，可以讓我們有力量一起服事人。 

    十點正式開始今早的活動，聚會內容與在護理中心一樣，只是場景及對象的轉

換。因為不一樣，整個氛圍是相異的，這裡的長者，都是與家人同住的。活動進行

中，互動熱絡，楊傳道穿針引線，在每一環節中，隨時引入神的話語，他的道地台

語，更深刻地扣住他們的心，不時地帶來歡笑。即使是行動不便，且隨身有幫傭服

侍者，也一起同享歡樂。這些人與魚池會友同工是熟稔的，是相識甚久的好厝邊，

教會已然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環。特別是在詩歌頌讚時，一開始，我們福音隊跳

舞揚聲歡呼從教堂外進入會堂，連續唱幾首詩歌。只要是他們熟悉詩歌旋律時，便

有人會與我們唱和。如同這首詩歌：「在這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神的愛

擁抱著我們，神的靈充滿這地，………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揚，讓

我們的心向神敞開。」的確是，詩歌最能感動人，此時，感受聖靈運行在我們當中，

我們彼此是交融在一起，是沒有阻隔的。 

聚會進行到最後，楊傳

道再次告訴他們：「福音隊

是來自遠方的台北南京東

路禮拜堂，他們都是挪開個

人的事務，或是向公司請假

來到這裡，只為了來看你

們，與你們一起聚會，帶來

歡樂並分享神的愛。他們有

的人已經來過好幾次，你們

都認識，你們是否希望他們

能常來呢？」眾人的回應是

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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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餐時，李雪櫻老師私下問楊傳道：「附近的福音機構團體，沒有來支援你們

嗎？」楊傳道回說：「沒有，目前只有你們一年一次到這裡協助我們」，這是現實

問題，鄉村教會支援少，且在傳統信仰充斥的地方傳福音，顯然不易。而福音隊一

年一次的到來，真的，遙遠有時會成為一種距離，也許是吧！但，絕不會成為攔阻，

我們相信神，祂必不輕看我們所做渺小的工。縱使是一滴春雨落入江河，也必然泛

起漣漪，成為面的波紋，經上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神帶領我們服事人，都有祂的計畫作為，且神的愛是無遠弗屆的，是沒有距離，沒

有界限，這一切必然在神的掌權中。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南投魚池福音隊，猶記得去年，我在魚池教會，面對來聚會

的人，用台語分享我在主裡，蒙受神恩典的教書歷程，當下的渴望是，願藉由我的

生命歷程，讓自己成為他們的祝福。此時再次面對他們，心中激盪更深，當時所見

風燭殘年的他們，是否安在？是否已認識主耶穌，得著生命真光？心中不免惻然起

來了。然後，反思我們已被神揀選成為祂的兒女，是何等有福！就算是我們面對遲

暮之年外體毀壞時，我們仍是有永恆的盼望。神始終不會離棄我們，祂應許說：「直

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

抱，也必拯救。」從魚池教會年長的同工，他們以喜樂的心服事同年齡層的人，迥

異於未信主的他們，用行動見證神的榮光，他們點燃耶穌的愛，甘心給，用心愛，

把得到的愛活出來。而今我所見的南京堂很多年長的弟兄姊妹亦是如此，在事奉神

上不落人後，是不「退休」的。而這美好的腳蹤，是令人感動且啟發學習的。 

德蕾莎說：「一份愛可以牽引更多的愛」，從我們每一人的服事，去影響更多

人去愛人，那麼，點必成為線，再擴及面。因而，千萬不可輕看自己的事奉，無論

在人前人後，或是在小事上，你的忠心，鑒察人的神，是最清楚明白的。所以，只

要你自己願意真誠傳揚耶穌救贖主的愛，相信，你的服事必然能深入人心，也必蒙

神記念，蒙神悅納。 

本堂上主日(9/9)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24,861 元 

按月奉獻(75 筆) 419,860 元 

建堂奉獻(4 筆) 27,200 元 

感恩奉獻(24 筆) 195,300 元 

其它奉獻(2 筆) 2,000 元 

差傳奉獻(8 筆) 15,400 元 

代轉贈與(12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新舊長執特會 9/22 週六舉行，同工有好規

劃，長執小組長和同工預備心踴躍參加。 

□ 主日講員靈命興盛，充分預備，按時分糧，

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會眾心裡得飽足，靈

命成長。 

□ 研經培靈會杜榮華長老研經：從新約看情

緒、和睦、安息。願主聖靈充滿，有好體力、

精神、智慧的靈及時間，能專注領受來預備

信息，及能深入淺出的按真理講解神的話。 

□ 生命教育團隊，長安國小本學期服事，開始

進班教課，求主賜同工、家庭身心靈健壯，

與老師、學生有美好的連結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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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

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馬太福音六章 14 節) 

新舊長執特會 

時間：9/22 本週六 9:00〜12:0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主題：從聖經看長執的角色與功能 

請長傳、新舊執事 

小組長和同工參加 

綜合消息： 

 2018 年研經培靈會 

主題：邁向成熟—情緒、和睦、安息 

時間：10/2〜4(週二〜週四)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研經：14:00〜15:30 劉幸枝 

1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 

2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 

3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研經：16:00〜17:30 杜榮華 

1 從舊人到新人 

2 從隔閡到親密 

3 從重擔到安息 

培靈：19:00〜21:00  劉曉亭 

1 看見自己的心—人與自己 

2 從衝突到和睦的成長之路—人與他人 

3 挫折中的靈裡安息—人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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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0/11（週四）19:30 在南

京堂，由方俊凱弟兄主講「面對無意義」，

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信徒聚會： 

教會小組月例會：今天 13:00 在南京堂 403

室舉行，請小組長、同工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路得團契中秋聯歡晚會：本週六 9/22 晚上

18:00~21:00 在新安中心 B1 舉行，歡迎單親

家庭參加。 

肢體消息： 

安息：董錦佳弟兄 9/4 安息主懷，9/20 本週

四上午 10:30 在第二殯儀館至真一廳舉行追

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的心。 

講台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