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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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7 日  第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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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讚美 17  讚美 17  讚美 17  讚美 30 

禱告…  莊舒華  王子光  盧慧文  何智祥  張世民 

獻詩…  凡勞苦担重擔的人    我全心信靠 
啟應…  詩 145 篇 詩 145 篇 詩 145 篇 詩 145 篇 詩 57 篇 

頌讚…  太廿八 18~20 太廿八 18~20 太廿八 18~20 太廿八 18~20 太五 38~48 

讀經…  再思大使命 再思大使命 再思大使命 再思大使命 愛仇敵 

講題…  讚美 166  讚美 166  讚美 166  讚美 166  讚美 383 

證道…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黃光含 

頌讚…  讚美 341  讚美 341  讚美 341  讚美 341  讚美 296 

祝禱…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黃光含 

司琴…  施慧慈  凌旺楨  呂美賢  李弘恩  林貝蓁 

招待…  蔡俊沛  陳定源  白宏文  石美姬  王麗華 

  王子美  張惠芳  陳志宏  廖艷紅  李春燕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程世光  程世光  張聖佳  張聖佳  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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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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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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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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你們這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你們，我心， 

我心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平安，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我的擔子是輕省，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恩愛詩班獻詩（第三堂）：我全心信靠 

我全心信靠我主，無論走何路，我全心信靠我主，憂慮全消除。 

穿過黑暗，烏雲密佈，直上天堂路，我全心信靠我主，祂永不失誤。 

忠誠好朋友，如此好朋友，我完全信靠，從今到永久。 

穿過黑暗，烏雲密佈，直上天堂路，我全心信靠我主，祂永不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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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練詩 10.14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刑罰巴比倫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小組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神的⼼意與聖經綜覽 神的引導 
10.8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0.10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神的愛(二) 
10.11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健康講座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晚 7:00 社青團契 摩⻄五經導讀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的衣食 
        

10.13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生命故事分享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方言的限制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十月份查經內容 
徒廿五 1~12 
徒廿五 13~27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0.7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0.8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0.9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幼稚班 尋找撒該的耶穌 

  晚 7:30 石⻑豐  低年級 上帝是宣教的神 
10.12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陶孟華  中年級 上帝是宣教的神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高年級 上帝是宣教的神 
   29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0.13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幼稚班 尋找撒該的耶穌 
  下午 1:30 12 組 206  低年級 上帝是宣教的神 
  下午 2:30 30 組 207  中年級 上帝是宣教的神 
  下午 3:00 程玲玲  高年級 上帝是宣教的神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聖經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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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基督接納我們（上） 
 

程世光 

讀經：羅馬書十五章 1~7 節

今天的題目是基督接納我們，被接

納很重要，每一個人都需要被接納。 

使徒行傳廿八 2「土人看待我們，有

非常的情分；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

就生火接待我們眾人。」接待就是土人

接納保羅和同行的人。保羅從該撒利亞

到羅馬，半途上，保羅提醒現在離港前

行有困難，但船主和百夫長都不聽。果

不其然，出航後沒多久，遇上狂風暴雨。

船被狂風抓住，無法控制，非常危險。

大家非常愁苦，好幾天不吃不喝，覺得

沒有命了。保羅禱告說沒有問題，他們

會到一個小島上得救。因為船擱淺，不

到靠岸。他們就游泳到小島上，那時，

天又下著雨。在他很慘的時候土人接待

他們，如果土人不接待他們，他們可能

受寒生病、飢餓。這節的接待其實就是

接納，在希臘文同樣是接納這個字。 

接納是很重要，我們需要被人接

納，被人接待。特別在我們感到痛苦、

需要時，我們需要被接納。詩篇廿七 10

「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

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情況，我父母離棄

我，太痛苦了。父母應該是愛我的，現

在他們離棄我，很痛苦很掙扎，不曉得

自己活著有什麼價值，非常痛苦。這時

他說，耶和華必收留我，收留我就是接

納我，耶和華必接納我，所以我們不論

遭遇到什麼情況，不要忘記主耶穌接納

我們，祂接納我們。不管別人對我們怎

麼樣，可能有人不理我們、批評我們、

抹黑我們，但是主耶穌是接納我們的。 

腓利門一 17「你若以我為同伴，就

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這是保羅

寫信給腓利門，腓利門是一個財主。他

有一個僕人名叫阿尼西母，是一個奴

隸，卻偷了主人家的東西跑了。抓到後，

被關在監牢裏，保羅在那裏帶領阿尼西

母相信主耶穌。之後保羅覺得應該讓阿

尼西母回到他主人腓利門那裡。但是當

時奴隸沒有任何地位，被主人打死，都

不用負責任，奴隸被人踩在腳下，終身

活在痛苦裏。阿尼西母回到腓利門家

時，會被怎樣對待呢？腓利門雖然信了

主，但是可以接納逃亡、偷他東西的阿

尼西母嗎？這是很困難的。保羅寫信給

腓利門，要腓利門接納阿尼西母像接納

保羅一樣。腓利門接納保羅當然沒問

題，因為他因保羅得救，非常敬重使徒

保羅。但是接納阿尼西母有困難，所以

保羅寫信說要接納阿尼西母像接納他一

樣。人人都需要被接納，阿尼西母被腓

利門接納之後，他才可以回去，不然他

可能會被打死，每一個人都需要被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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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位撒該，他是一

個財主、也是個稅吏長。每個人都排斥、

看不起他。撒該沒有人接納他，有錢很

痛苦，很孤單。耶穌那天經過時，撒該

要看耶穌，但人很多，大家都排斥，他

人很矮，沒有辦法，只好爬到前面的桑

樹上要看耶穌。那一天，耶穌走到桑樹

前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

在你家裏面。」撒該很高興：大家都歡

迎的主耶穌願意住在我家裏。他覺得他

被接納，沒有人接納他，主耶穌接納他。

耶穌跟他同住，撒該感受到耶穌給他完

全的接納、完全的愛；過去他只有賺錢，

現在錢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信耶穌後，

他說：我要把我的財產一半拿來賙濟窮

人，我以前訛詐誰就還他四倍。他感受

到另一個人生，他被接納在愛的裏面，

這些錢不是那麼重要，他願意付出，若

一個人被接納，是會被改變的。 

每一個人需要被接納。孩子需要父

母接納；配偶需要另一半接納；我們也

需要別人接納我們；在公司工作或在鄰

居間也需要被接納。接納就是接受他這

個人，他可能有很多的錯誤、缺點，做

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接

納接受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改變，

我不排斥他，我接納他，這是不太容易。

對很多人來講，愛乾淨的，不容易接納

骯髒的；工作很有成就，對工作不好的，

比較不能接納；傷害我們的人，大概不

能接納。人需要被接納，但我們接納人

有我們的條件。 

自我接納，是接納自己。我有沒有

接納我自己？大概我有接納成功的自

己，但是可以接納一個失敗的我嗎？如

果你是人生勝利組，常常成功，有一天

失敗了，你能夠接納自己嗎？人生遭遇

困難，婚姻遭到婚變；我很痛苦，我能

夠接納我自己嗎？我有什麼不好，為什

麼被人嫌棄？孩子不理我了，我能夠接

納我自己嗎？是不是我教育失敗？每個

人要接納自我，但這是不容易的。就像

耶穌的門徒彼得，耶穌釘十字架之前，

對門徒說，今日他們都要離棄耶穌，都

要逃走。彼得回答：我就是跟祢同下監，

同祢受死也是甘心。耶穌又說：今日鷄

叫二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彼得回

答，這絶對不會。所有的門徒都說不會。

那天，鷄叫二次，彼得已三次不認主耶

穌，耶穌回過頭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

哭。為什麼彼得出去痛哭？因為他不能

接納一個失敗的彼得。彼得不是要故意

不認主耶穌，可是情勢比人強。那一天

在大祭司的院子裏，周圍都是敵人；天

氣很冷，許多人在院子烤火，彼得也很

冷，身體要被凍僵，不自主地靠近烤火。

他就靠近，火光照著，被人懷疑，就被

問是不是與耶穌同伙。彼得回答不是，

三次不認主耶穌。他沒有想到自己真地

三次不認主耶穌，不是彼得故意，可是

他沒有辦法，就出去痛哭。男生不太會

哭，他痛哭一定是心裏面非常非常不能

夠接納自己，他不能接納一個失敗的彼

得，三次否認主耶穌的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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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在復活的早晨天使向到墳墓探望的

婦人說，告訴彼得跟他的門徒，特別提

到要告訴彼得，因為彼得失敗的最慘、

最痛苦。主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先向

彼得顯現；彼得知道耶穌復活了。當天

晚上，再向十個門徒顯現，彼得看見耶

穌真地復活了。過了八天耶穌又向門徒

顯現，彼得又知道耶穌復活了。我們讀

約翰福音廿一章，門徒到加利利海邊

時，他們因為不能夠接納失敗的自己而

去打魚，跟隨主耶穌，竟然否認他。他

們很痛苦跑去打魚，後來被主耶穌挽

回。岸上有餅有魚，耶穌已經接納彼得，

也要彼得接納自己。要接納一個失敗的

我是不容易且痛苦的事。我們剛剛讀過

經文「不求自己的喜悅」，接納自己其

中有一個原因，自己有一個標準，不到

這個標準我就不接受，以後就不能接

納，不接納自己是很痛苦的。 

有些人不能夠接納自己，他有理

想：我一定要當大學教授。他沒辦法當

大學教授，他就很痛苦，精神疾病就來

到。我一定要考上研究所，他沒有辦法

考上，就生病了。有些人非常聰明，不

曉他理想是怎麼樣，可能他沒有辦法達

到理想，一下就失敗了，精神就出了狀

況。在我們周圍有不少人是這樣，他們

有理想，有努力，但是一旦達不到理想

就否認自己。理想不能夠成就，人生沒

有意義，就否認自己，不能夠接納自己。

精神疾病迫害妄想症：我都是對的，我

沒有辦法成功都是別人的責任。迫害妄

想症很痛苦。燥鬱症，沒辦法成功，達

不到標準很煩燥。當我們沒有辦法達到

目標時，我們也會感到很煩，但是不可

以煩太久。精神疾病是非常可怕的。人

需要被接納，而且也需要接納自己。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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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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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利未記 

10／8 一  利未記二章 11~16 素祭的規定 

一、v11 素祭有什麼限制？我不容忍罪惡，不以世上的榮華富貴、成就自誇嗎？ 

答：素祭不可有酵，也不可有一點蜜。酵代表罪惡，不可獻給神。蜜用火燒，就焦

了，也不可獻上。蜜是最甜的，給人享受；世上的榮華富貴、成就，給人享受。

神不要世上的榮華富貴、成就獻給祂。 

二、v12~13 素祭都需要什麼？我獻上自己，立志遵行神的話嗎？ 

答：素祭的供物都要用鹽調和。這鹽是與神立約的鹽。與神立約就必須遵行耶和華

的話，出 24：6~8。獻上素祭，表示必遵行耶和華的話。 

三、v14~16 怎樣獻上初熟之物？我願獻上最好，聖靈充滿，發出馨香之氣嗎？ 

答：要獻上軋了的新穗子，是烘好的禾穗子。抹上油，加上乳香。新穗子是初熟之

物，經過軋，去了殼，是最好的。烘好的麥粒，抹上油，加上乳香獻上。獻上

最好的，聖靈充滿，就發出馨香之氣。 

 

10／9 二  利未記三章 1~5 獻牛的平安祭 

一、v1 平安祭的供物有什麼條件？我向神感恩，沒有任何驕傲自誇嗎？ 

答：若獻牛，無論公牛或母牛，都必須沒有殘疾。牛的價值比羊高，這是奉獻給耶

和華的，不是顯示自己有能力，也沒有任何驕傲自誇。 

二、v2a 獻祭者當如何？我甘心樂意感恩奉獻，沒有捨不得或勉強嗎？ 

答：獻祭者要按手在供物的頭上，表示與供物聯合，這獻上的牛代表自己。親手把

牛宰在會幕門口，是公開甘心樂意獻上這頭牛。 

三、v2b~5 祭司要怎樣獻上？我真誠感恩，發出馨香之氣嗎？ 

答：祭司要把血灑在壇的周圍。要把蓋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的脂油，並兩個腰子和

腰子上的脂油，與肝上的網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把這些燒在祭壇火的

柴上，是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脂油是最好的，全部獻上給耶和華。 

 

10／10 三  利未記三章 6~17 獻羊的平安祭 

一、v7~8a，12~13a 要怎樣獻羊羔或山羊？我真誠向神感恩，不與人比較嗎？ 

答：若獻一隻沒有殘疾的羊羔或山羊為供物，必在耶和華面前獻上，並要按手在供

物的頭上，宰於會幕前。羊的價值比牛低，也是獻在神面前，不必比較。 

二、v8b~15 祭司怎樣獻上？我獻上生命，經歷神的恩典，獻上感恩嗎？ 

答：祭司要把血灑在壇的周圍，血代表生命，這是獻上生命的感恩。將其中的脂油

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處取下；把蓋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的脂油；兩個

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肝上的網子都取下。祭司在壇上焚燒，是獻給耶和華為

食物的火祭。食物不是為耶和華，而是獻祭者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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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16~17 怎樣形容平安祭？有什麼規定？我感恩，分享所得著的嗎？ 

答：祭司獻在壇上作為馨香火祭的食物。平安祭的祭肉，潔淨者可吃。脂油都是耶

和華的。在一切住處，脂油和血都不可吃；這是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10／11 四  利未記四章 1~12  祭司的贖罪祭 

一、v3~4 祭司何時為自己獻贖罪祭？不論身分地位如何，我都除去罪惡嗎？ 

答：如果受膏的祭司犯了罪，使人民陷在罪裡，他就要為自己所犯的罪，獻一頭沒

有殘疾的公牛犢給耶和華，作贖罪祭。他要牽一公牛犢到會幕門口，按手在牛

的頭上，把牛宰於耶和華面前。即使祭司也會犯罪，要公開除罪。 

二、v5~~7 要怎樣用血贖罪？我澈底認罪，不給罪惡機會嗎？ 

答：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帶到聖所內，把指頭蘸於血中，在耶和華面前對著

幔子彈血七次。彈血在約櫃施恩座的幔子上，是向神認罪；七是完全的數目，

就是澈底認罪，求神赦免。再把些血抹在會幕內、耶和華面前香壇的四角上。

剩下公牛所有的血倒在會幕門口、燔祭壇的腳那裡。 

三、v8~12 祭物怎樣獻上？其餘的呢？我認罪，相信神必要赦免我的罪嗎？ 

答：祭司要把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與肝上的網子和腰子，與平安祭公牛上所

取的一樣；把這些燒在燔祭的壇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並頭、腿、臟、腑、

糞，就是全公牛，要搬到營外潔淨之地、倒灰之所，用火完全燒在柴上，成為

灰。完全燒掉成灰，表示神已赦免，不再追究。 

 

10／12 五  利未記四章 13~21 全會眾的贖罪祭 

一、v13~14 何時要為全會眾獻贖罪祭？我祈求，教會不容忍罪惡嗎？ 

答：全會眾若犯了錯，在任何事上犯了一條耶和華所吩咐的禁令，而有了罪，會眾

看不出這隱藏的事。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獻一隻公牛犢為贖罪祭，牽到會幕前。

長老們就要在耶和華面前按手在牛的頭上，將牛在耶和華面前宰了。 

二、v15~18 祭司怎樣用血贖罪？我澈底認罪，禱告重新得力嗎？ 

答：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帶進聖所，把指頭蘸於血中，在耶和華面前對著幔子彈血

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會幕內、耶和華面前香壇的四角上。香壇是禱告的壇，

角代表力量。血抹在香壇的四角，既澈底認罪，已得潔淨；就禱告重新得力，

沒有罪的控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會幕門口、燔祭壇的腳那裡。 

三、v19~21 祭物怎樣獻上？其餘的呢？我祈求，信徒認罪離罪，蒙神赦免嗎？ 

答：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燒在壇上；收拾這牛的皮和所有的肉，並頭、腿…搬

到營外燒了。祭司為全會眾贖罪，他們必蒙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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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六  利未記四章 22~26 領袖的贖罪祭 

一、v22~24 領袖何時要獻上贖罪祭？我認罪後，不活在沮喪、懊惱中嗎？ 

答：若有一位領袖行了耶和華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誤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

了，他就要牽一隻沒有殘疾的公山羊為供物，按手在羊的頭上，宰於耶和華面

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贖罪祭的地方就是宰燔祭牲的地方；獻上贖罪祭之後，

仍要奉獻自己為神而活。 

二、v25 祭司怎樣用血贖罪？我感謝主耶穌付出生命，承擔我罪的刑罰嗎？ 

答：祭司要用指頭蘸些贖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壇的腳

那裡。銅代表審判，主耶穌替我們釘十架，接受神公義的刑罰。罪的工價就是

死。必須流血，付出生命，罪才能得赦免。 

三、v26 祭物怎樣獻上壇上？我順從聖靈認罪，不隱瞞自己的罪嗎？ 

答：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燒在壇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樣。這領袖的罪，祭司

要為他贖了，他必蒙赦免。領袖必須順從聖靈，勇敢不隱瞞自己的罪。 

 

10／14 日  利未記四章 27~36 百姓的贖罪祭 

一、v27~29、32~33 百姓何時要獻上贖罪祭？我知道犯了罪，就求神赦免嗎？ 

答：若百姓中有一人行了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的甚麼事，誤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

知道了。他就要為所犯的罪，牽一隻沒有殘疾的母山羊或母綿羊羔作供物，按

手在贖罪祭牲的頭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 

二、v30、34 祭司怎樣用血贖罪？我認罪離罪，重新站起來嗎？ 

答：祭司要用指頭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剩下全部的血都要倒在壇的

腳那裡。既付出生命的代價，罪得赦免，就可重新站起來。 

三、v31、35 祭物怎樣獻在壇上？我按神的標準或自己、他人的想法認罪？ 

答：祭司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按獻給耶和華火祭的條例，全燒在壇上，為他

贖罪，他必蒙赦免。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雅各書四章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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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簡介 

新任長老簡介 
鄧光中 

1976 年生，出生於基督教家庭，自幼認識經歷神。

任職歐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經理。曾擔任高中

團契輔導、社青團契小組長、伉儷團契小組長、敬拜

組執事。目前擔任伉儷團契主席。 

配偶曾美惠—1994 年受洗，任職富邦金控。曾擔

任高中團契輔導、社青團契小組長、帶過校園團契飛

颺、飛躍營隊、宇宙光的籃球營隊。女兒鄧詠琳，目

前小學一年級、兒子鄧詠聖，目前幼稚園中班，參加

教會兒童主日學。 

 

 

 

 

 

 

本堂上主日(9/30)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2,050 元 

按月奉獻(59 筆) 395,200 元 

建堂奉獻(3 筆) 10,700 元 

感恩奉獻(32 筆) 57,700 元 

其它奉獻(4 筆) 5,000 元 

差傳奉獻(14 筆) 154,000 元 

代轉贈與(4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國家秉公行義，除去罪惡，遠離偶像，

除去虛假，按正道而行。 

□ 主日信息按時分糧，照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信徒預備自己。存虔誠敬畏的心敬

拜。長傳教執同工身心靈健壯，每天好

靈修，按神心意事奉。 

□ 新一季成主開課，弟兄姐妹有飢渴慕義

的心，參加各班課程，在至聖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 為長老傳道與執事：神引導團隊事奉，

看見神對兒童事工心意，同心事奉策劃

敬拜、教學、牧養與門訓的更新。執事

與教師團隊籌備十月宣教月課程與義

賣、十二月聖誕聚會，各團隊籌劃有主

的引導，靠主得力。 



 -10-

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

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雅各書四章 8 節) 

綜合消息： 

按立長老感恩禮拜 

時間：10/14（下主日）14:3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按立長老（配偶）：鄧光中／曾美惠 

請踴躍參加，共沐主恩 

 

  2018 差傳年會   

迫在眉睫的大使命—你我參與 

時間：10/20（六）14:00~17:0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內容：信息、獻詩、專題工作坊 

講員：邱顯正牧師 

歡迎一同參與宣教，傳揚神國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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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召服事： 

教會志工徵召：週一〜六 9:00~18:00，每三

小時一時段，在一樓接待新朋友、介紹教

會，有意者請洽黃俊賓弟兄（分機 12）。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 10〜12 月課程：今天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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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403 室 

靈命進深班─活在愛中：404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聖徒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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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聚會：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兒童支持宣教」義賣 

時間：10/28 主日 12:00〜13:00 

地點：南京堂二樓 

物品募集：10/7、14、21 主日 9:15〜12:00 
1、狀況良好之 0~12 歲孩童繪本、玩具、

文具、DVD（無破損，無塗鴉） 

2、八成新小型家電 

3、八成新飾品、包包、絲巾等（不收任

何衣褲、鞋子） 

請送至一樓兒主宣教活動服務桌 

收入支持差傳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