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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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第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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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讚美 37  讚美 255  讚美 255  讚美 30 

禱告…  張緯綸  陳家恩  張凱媛  吳玉芳  林毅群 

獻詩…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啟應…  詩 91 篇  詩 91 篇  詩 34 篇  詩 34 篇  詩 34 篇 

頌讚…  讚美 308  讚美 308  讚美 259  讚美 259  讚美 232 

讀經…  可九 14~29 可九 14~29 路十六 19~31 路十六 19~31 路七 18~35 

講題…  激戰  激戰  天堂從哪來？ 天堂從哪來？ 遇見耶穌 

證道…  程世光  程世光  張聖佳  張聖佳  嚴  正 

頌讚…  讚美 307  讚美 307  讚美 267  讚美 267  讚美 339 

祝禱…  程世光  程世光  張聖佳  張聖佳  嚴  正 

司琴…  錢恩宇  羅家懿  林伶美  徐四平  張信慧 

招待…  丘麗安  楊玲美  石美綢  徐啟仁  林瑞玉 

  林玉蓮  李玉婷  姚曉萍  游美雲  程怡文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王寓文  王寓文  林治平  林治平  范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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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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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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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查經 2 10.21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巴比倫沉淪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查經 2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理性良⼼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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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擋魔鬼 
10.15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0.17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神的愛(三)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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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良⼼與信仰 
  晚 7:00 社青團契 查經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疾病與得醫治 
10.19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宣教關懷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方言與講道 
10.20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參加差傳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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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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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組新安 305  幼稚班 戒不掉的可怕習慣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上帝的眼光 

10.15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蔡秀美  中年級 上帝的眼光 
10.16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高年級 上帝的眼光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0.19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幼稚班 戒不掉的可怕習慣 

   32 組 B02  34 組 304  36 組林口  低年級 上帝的眼光 
10.20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中年級 上帝的眼光 

  下午 2:30 17 組 203  高年級 上帝的眼光 
  下午 3:00 石美姬  24 組新安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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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程世光 

讀經：羅馬書十五章 1~7 節

可是接納自己不是那麼容易。我們

剛剛讀的經文說：你們要彼此接納，像

基督接納你們一樣。基督如何接納我們

呢？羅馬書十五 3「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

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

都落在我身上。」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受

的痛苦，周圍都是恨他的人、討厭他的

人、攻擊他的人。有哪些人譏笑耶穌呢？

馬可十五 29~32，當時從那裏經過的人辱

罵他，搖著頭說：「咳！你這拆毀聖殿、

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從十字

架上下來吧！」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

戲弄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

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

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那

和他同釘的人也是譏誚他。 

耶穌被譏笑。耶穌沒有做壞事，被

抹黑。耶穌也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但

那些人譏笑他說：他可以幫助別人卻不

能幫助自己。現在選舉到了，當候選人

被抹黑時，一定會爭辯反擊。被抹黑、

譏笑時，都叫人很痛苦的，聽了之後會

受傷，會很難過。每個人都會這樣，像

被主管罵，被別人排斥，都會很痛苦，

也會反擊。為什麼主耶穌沒有反擊？因

為耶穌接納他們。 

我們可以接納抹黑我們、辱罵我們

的人嗎？我們大概做不到。耶穌接納譏

笑他、辱罵他的人，因為耶穌知道人都

是罪人。祭司長、文士、過路罵他的人

都是罪人，會譏誚、抹黑耶穌。與耶穌

同釘的強盜，自己犯罪被釘了，還要譏

笑耶穌。耶穌為什麼不反擊？因為耶穌

接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悔改、認罪，

耶穌接納他們。這是基督的接納，我有

時候想到主耶穌的接納，好偉大，好奇

妙，就在你我最失敗，最痛苦軟弱時，

不要忘記他還是接納你和我，這是耶穌

基督的接納。 

聖經怎麼幫助我們知道主耶穌的接

納？羅馬書十五 4~6「從前所寫的聖經都

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

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但願賜忍

耐安慰的上帝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

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上帝－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父！」這裏說聖經是為了教訓

我們寫的。我們一定要看重聖經，讀聖

經；因為只有聖經可以給我們正確的人

生觀，正確的價值觀。現在全世界很多

的問題都是因為不看聖經，不曉得聖經

的價值觀，不曉得人活著的是為什麼，

沒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正確的人生

觀、價值觀，可以讓我們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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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聖經說我們都是墮落的罪人，人犯

罪是容易的，人要聖潔是不容易的。人

要聖潔需要禱告，再禱告，如果不禱告

可能就會犯罪。我曾經為我兒子禱告，

那時他是青少年，我知道他用電腦一定

比我行。他半夜打電腦，我不曉得他會

看什麼，網路裏面有許多誘惑的網站，

點一下就進去網頁。我當然不能陪在他

旁邊。我就為他禱告，求主讓他喜愛聖

經、喜愛聖潔。聖潔不是自動來的，是

求來的，後來他沒有掉在色情的陷阱裏。 

人是犯罪墮落的人，做壞事很容

易，做好事不容易。人不可能百分之百

完美，既然不是完美，我要接納我是一

個不完美的。我既然知道自己不完美，

是一個犯罪墮落的罪人，容易犯罪犯

錯，做好事是不容易，做壞事是容易的，

我要常常禱告。聖經說，我們有一天會

離開世界到上帝那邊去，離開世界前，

身體會衰敗，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

要接納我的身體越來越不好。我真的覺

得身體越來越衰敗，以前我會運動，後

來發現六十歲以後，身體真的是不一樣

了，體力衰敗，耳朵聽力愈來愈差，男

生的聽力退化的比較快，只要講的小聲

一點，就聽不清楚了。教會週三禱告會，

會前禱告聚會時，有人禱告較小聲，我

就聽不清楚。那時，我禱告，求神幫助

我能夠聽清楚，不然我無法同心。我要

接納我的聽力退化了。以前我可以做很

多事，現在不能了。每一個人年老時都

要面對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的挑戰，眼睛

會不好，聽力會不好，記憶力會不好，

忘東忘西。接納自己吧！每一個人都會

這樣。聖經教訓我們，讓我們知道人生

是怎麼樣；教訓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

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在我們很苦的時候，聖經叫我們知

道，耶穌還是愛我們。耶穌的苦比你我

的苦更多。我們受苦的時候，常認為別

人不能夠了解我的苦。跟人講人也不知

道，誰能了解我的心呢？不要忘記主耶

穌的苦比你我的苦更多更大，想到耶穌

所受的苦你我可以得安慰。不僅得安

慰，也可以得著忍耐的力量。當然犯罪

會帶來苦難，一個人亂開車發生車禍，

是他自己做錯的。貪污被關到監牢裏是

他罪有應得。是不是苦難都是由於罪

惡，聖經怎麼說呢？約翰福音十六 33「我

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

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

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人生是有苦難的，不一

定是由於罪惡。天災說來就來，沒有人

能阻擋。前陣子日本受燕子颱風侵襲，

北海道地震可能不是由於罪惡。人生本

身就會有苦難存在，當然罪惡會帶來苦

難，可是苦難不一定由於罪惡，約翰福

音九 1~3「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

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

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

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

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

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人常常認為苦難、病痛是由於罪

惡；更有人認為是前世作孽，現在報應，

要還前世的債。耶穌提出完全不同的答

案，也不是這個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

母犯罪，為了顯出神的作為。苦難不一

定是由於罪惡，苦難有一個目的，要顯

出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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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苦難還有一個積極的目的，彼得前

書一 6~7「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

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

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

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

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這不是世界上的稱讚、榮耀、尊貴，而

是永恆裏的，超過世界上一切的尊貴、

稱讚，苦難熬煉信心。信心通過考驗後，

可以得到永恆的賞賜。如果你在苦難

裏，可以反省是否有犯罪。若有，求神

赦免；如果沒有，這苦難不是由於罪惡，

是要顯出神的作為，為要我們得到永恆

的賞賜。（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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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工業福音】賴明芳、劉娜娜夫婦 

「40 年每天種一樹，將荒島變為森林」：印度的馬久利島，是世界上最大的河

流島，卻在 1979 年慘遭洪水、乾旱連番襲擊，導致環境驟變荒蕪，草木難以生長。

一名男子為了拯救家園，從 16 歲開始每天種一棵樹，如今 40 多年過去了，他成功

種出 5.5 平方公里的森林，讓這一座荒島成為野生動物成群的綠地。媒體甚至將他譽

為「印度森林之子」。這真實的故事使我感到驚訝與震撼！ 

想到聖經說「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那時，

公平要居在曠野；公義要居在肥田。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

直到永遠。」(賽卅二 15~17) 惟有倚靠聖靈的大能，天天傳揚天國的福音；才能使

人重生得救，明白真道，作主門徒。預備主基督的降臨！ 

8/25 日是農曆的 7/15 中元節，在草漯這裡的大廟舉辦不少相關活動，8/28 是中

元放水燈，29 日是中元的普渡。這兩天都有下雨，到晚上雨稍微小了一些，但來到

大廟看熱鬧的人潮仍然不減！週二晚上有幾十輛花車遊行，因為下雨只有我去分發

單張，願意拿的人不多，週三動員教會六位弟兄姊妹穿著雨衣去分發單張，大廟前

面擺了十頭大豬公祭拜，還有一些清涼秀，整條馬路仍然是擠滿了人潮。 

中元節傍晚在大觀路店裡向前民意代表楊先生傳福音，他建議我多向外來人口

傳福音，他說本地人不容易信主。最近陪讀一位莊姓初信者，他的兩個兒子在大廟

旁開鋁門窗工廠，第一次陪讀，跑來一條蛇，幫忙打死蛇；第二次陪讀，莊弟兄被

他家的狗咬，去打破傷風疫苗；第三、四次陪讀，他常在夢中被驚醒，最近暫停陪

讀。請為我有諸般智慧與聖靈能力，贏得本地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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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代禱事項】 

1、觀音工業區是北部最大工業區。附近的草漯地區包含樹林里、保障里、塔腳里、

草漯里、草新里與富林里等基層社區，這裡的外來人口已多過本地人。懇求全能

的上帝賜我們聖靈能力能攻破這堅固的營壘，帶領更多的人得救。 

2、為大觀新生命中心建堂與購堂的需要禱告，為建堂地點及費用求上帝預備（約 3000

萬）。大觀新生命中心位於觀音工業區旁最大社區—草漯國小對面。 

3、感謝神！暑假各福音預工都蒙神保守與祝福：7/13~15 麗山堂：兩性之間品格營；

7/30~-8/2 林南堂：人際關係品格營；9/7~9 石牌、蘭雅、北投等堂會：逐家佈道。 

4、為我們的一對一陪讀禱告，希望能帶領更多的人重生得救，並成為基督的門徒。 

5、為主日後裝備課程：『基礎讀經』禱告，希望能為主預備更多合用的同工。 

6、感謝上帝！恩延在埃及開羅難民營兩個月的短宣有美好事奉感恩，最後在當地教

會講兩堂道，也為他華神二年級在南京堂有美好的實習與學習禱告。 

7、為娜娜身體禱告，7/12 回台北榮總作大腸內視鏡檢查，發現上次所摘除的部位仍

長出一公分，醫生說希望明年覆檢時沒有再長，否則需要進一步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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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我 7/7~11 日參加泰國基督教總會第一區會的教牧同工退修會，在安葩灣水上市

場的旅館舉行，有將近 50 位教牧同工參加，感謝主，能藉此退修會拉近同工之間的

距離。7/24~28 日世界華人聖樂促進會在泰國曼谷舉辦聖樂研討會，這次的聖樂研討

會內容精彩，有將近 500 位海外人士及泰國弟兄姊妹參加，我在專題及工作坊的翻

譯上有很多的學習與收穫。8/12 是泰國的母親節，我們在挽鈴泰安堂舉行母親節佈

道會，早上主日崇拜由我證道，晚上邀請泰東北的牧師來佈道，雖然人數沒有預期

的多，感謝主，有 8 位與會者願意持續來教會，為他們能在教會被主得著。 

9/9 泰安堂舉行洗禮，我早上教成人主日學，接著主日證道。下午的洗禮一共有

13 位弟兄姊妹，其中 5 位弟兄，8 位姊妹，洗禮後有迎新感恩見證會及聖餐。為每

一位受洗者皆能在主裡持續成長，活出見證主的生活代禱。感謝主，接連兩個禮拜

皆有慕道友請我們帶他們做決志禱告，為這六位初信主的信徒靈命能持續成長。 

心聯堂在九月 10 日舉辦「教會如何做計劃」研討會，這是泰國教會比較弱的一

環，泰安堂及子堂挽鈴泰安堂共有 9 位報名參加，求主使用這個研討會，幫助泰國

的教會學習做計畫。 

【代禱事項】 

1、為母親節願意持續來教會的 8 位與會者，願他們的心被主得著。 

2、為每一位受洗者皆能在主裡持續成長，活出見證主的生活。 

3、為六位剛決志的初信者，願意接受教會栽培，靈命能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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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題目―利未記 

10／15 一  利未記五章 1~6 獻羊的贖愆祭 

一、v1.4 人可能有什麼罪？我謹慎言語，靠主勇敢作見證嗎？ 

答：聽見發誓的聲音，在審判之處他是見證人，卻因利害，不把所看見的、所知道

的說出來。這就是罪，他要擔當自己的罪行。若嘴裡冒失發誓，要行惡，這惡

是他不該作的；要行善，這善是他作不到的。無論人在甚麼事上冒失發誓，卻

不知道，他一知道，就有了罪行。 

二、v2~3 哪些情形，這人有罪？我靠神，遠離污穢、不潔言語和廣告消息嗎？ 

答：若有人摸了不潔的物，無論是不潔的死獸、死畜、死蟲。他雖不知道，卻因此

成了不潔，有了罪行。或是他摸了別人的污穢，染了甚麼污穢，卻不知道。一

知道了，他有了罪行。這些都因他沒有遠離不潔之物和污穢。 

三、v5~6 有罪行時，要如何處理？我向主承認自己所犯的罪，離開罪嗎？ 

答：他要承認所犯的罪，並把贖愆祭牲，就是一隻母羊、羊羔或山羊，牽到耶和華

面前獻上贖罪。他的罪，祭司要為他贖了。 

註：贖罪祭主要承認自己是墮落的罪人，有罪性。贖愆罪是因自己犯了罪，有具體

犯罪的事實，要除掉罪行。贖愆罪除了獻祭，還要認罪。 

 

10／16 二  利未記五章 7~10 獻鳥的贖愆祭 

一、v7 怎樣獻上鳥類的贖愆祭？我按神的心意，用聖潔的方式除去罪惡嗎？ 

答：若人的力量不夠獻一隻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行，把兩隻斑鳩或是兩隻雛鴿帶

到耶和華面前為贖愆祭：一隻作贖罪祭，一隻作燔祭。斑鳩和雛鴿是神指定的，

都是潔淨的鳥，不是烏鴉、老鷹不潔淨的鳥。 

二、v8~9 祭司怎樣獻上？我認罪，求主賜力量，除去犯罪的思想嗎？ 

答：祭司就要從鳥的頸項上揪下頭來，表示除去犯罪的思想。鳥不可撕斷，表示承

受犯罪撕裂的痛苦，把些贖罪祭牲的血彈在壇的旁邊，剩下的血要流在壇的腳

那裡；這是贖罪祭。 

三、v10 罪怎樣可得赦免？失敗後，我求主賜力量，重新站起來嗎？ 

答：他要獻第二隻為燔祭，表示重新站起來，為神而活。他的罪必蒙赦免。 

 

10／17 三  利未記五章 11~13 獻細麵的贖愆祭 

一、v11 怎樣獻上贖愆祭？我力量衰微時，求主賜力量，除去罪惡嗎？ 

答：他的力量若不夠獻兩隻斑鳩或是兩隻雛鴿，就要因所犯的罪帶供物來，就是細

麵伊法十分之一為贖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為是贖罪祭。犯

罪是不順從聖靈，也沒有馨香之氣。 

註：伊法十分之一：約 2.2 公升。 

 



 -8-

本週靈修 

二、v12 祭司要怎樣獻上？不論怎樣軟弱，我都靠主力量，助人脫離罪惡嗎？ 

答：祭司要取出獻祭者自己的一把來作為紀念，按獻給耶和華火祭的條例燒在壇上；

這是贖罪祭。 

三、v13 罪怎樣可得赦免？我相信真誠認罪，主耶穌必赦免我的罪嗎？ 

答：他在任何一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為他贖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麵都歸與

祭司，和素祭一樣。 

 

10／18 四  利未記五章 14~19 冒犯聖物的贖愆祭 

一、v14~15 在聖物上犯罪，怎樣贖罪？我求主賜敬畏的心，事奉不得罪神嗎？ 

答：在耶和華的聖物上誤犯了罪，有了過犯，就要獻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給耶和

華為贖愆祭，或照摩西所估的，按聖所的舍客勒拿銀子，作為贖愆祭。因他在

聖物上的差錯要償還，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給祭司。祭司要用贖愆祭的公綿羊

為他贖罪，他必蒙赦免。 

二、v17 什麼情況下有罪？我省察自己，靠主除去隱而未現的罪嗎？ 

答：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的甚麼事，他雖然不知道，但自覺有罪，

良心不安。雖然連自己也不清楚是否犯了什麼罪，還是有了罪，就要擔當他的

罪行。 

三、v18~19 罪怎樣得赦免？我順從聖靈認罪，有清潔的良心嗎？ 

答：他要從羊群中牽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來，或照摩西所估定的價，給祭司作贖

愆祭。他那無意所犯的罪，祭司要為他贖罪，他必蒙赦免，因他在耶和華面前

實在有了罪。因不知在哪件事上得罪耶和華，沒有賠償五分之一的要求。 

 

10／19 五  利未記六章 1~7 財物犯罪的贖愆祭 

一、v1~3 有哪些行為、動機是罪惡？我求主賜正直，遠離詭詐嗎？ 

答：在鄰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詭詐，或是搶奪人的財物，或是欺壓

鄰舍，或是在撿了遺失的物上行了詭詐，說謊起誓，在這一切的事上犯了甚麼

罪；這些都是犯罪，干犯耶和華。 

二、v4~5 應當怎樣賠償？我賠償人的損失，或推託責任？ 

答：要歸還他所搶奪的，或是因欺壓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遺失他所撿

的物，或是他因甚麼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數歸還，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

他有罪的日子要交還本主。 

三、v6~7 罪惡怎樣得赦免？我按神的吩咐，在神面前認罪嗎？ 

答：他要把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牽到耶和華面前，或照摩西所估定的價值，給祭

司為贖愆祭。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為他贖罪；無論甚麼罪，都必蒙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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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六  利未記六章 8~13 祭司獻燔祭的職責 

一、v8~9 誰賜下燔祭的條例？內容如何？我按神的吩咐，或自己的意思奉獻？ 

答：燔祭的條例是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亞倫和他子孫的。燔祭的條例乃是這樣：燔

祭要放在壇的柴上，從晚上到天亮，壇上的火要常常燒著。 

註：條例：律法、指示、慣例。 

二、v10~11 怎樣處理燔祭的灰？我靠主除去人性的敗壞，不隨世俗而行嗎？ 

答：祭司要穿上細麻布衣服，又要把細麻布褲子穿在身上，把壇上所燒的燔祭灰收

起來，倒在壇的旁邊；隨後要脫去這衣服，穿上別的衣服，把灰拿到營外潔淨

之處。燔祭獻給耶和華，無論祭牲或柴焚燒都會產生灰，只要物質都會有灰。

人即使為神而活，仍有人性的敗壞，受世俗的影響。 

三、v12~13 燔祭壇當如何？我每天奉獻自己，為神而活嗎？ 

答：壇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燒著，不可熄滅。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燒柴，並要把

燔祭擺在壇上，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脂油（就是燔祭的脂油）。 

 

10／21 日  利未記六章 14~23 祭司獻素祭的職責 

一、v14~15 怎樣獻上素祭？我獻上自己，順從聖靈，有馨香之氣嗎？ 

答：祭司要從細麵中，取出獻祭者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燒在壇上，

奉獻給耶和華，作為馨香的素祭。細麵是最好的麵，油代表聖靈。獻上最好，

順從聖靈，生活就有馨香之氣。 

二、v16~18 素祭剩下的當如何？我分別為聖，吃喝榮耀神嗎？ 

答：亞倫和他子孫要吃素祭剩下的；要在聖處、會幕的院子裏吃。烤的時候不可攙

酵。摸這些祭物的，都要成為聖。不帶酵是沒有罪，吃喝不可容許罪。會幕的

院子是聖處，要在分別為聖的院子吃。 

三、v19~23 受膏之日的素祭當如何？事奉時，我奉獻自己，為神所用嗎？ 

答：當受膏的日子，亞倫和他子孫所要獻給耶和華的供物，就是細麵伊法十分之一，

為常獻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鐵鏊上用油調和做成，分成塊子，

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素祭。要全燒給耶和華，祭司不可吃。受膏之日的素祭要

完全獻上，如同燔祭，表示祭司每天的言行思想都要完全奉獻。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詩篇五十篇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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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 卻是祝福 
—玉里短宣學習體驗 

郭宜萱 

之前總是在週報上看到多走一里路到玉里的事奉徵召，但因為都是在學期間，

所以我沒辦法參加。看到大專團契暑假要舉辦玉里的短宣，我就主動的表達想要參

加的意願。 

我沒有受過兒主的訓練，所以很感謝李欲銀阿姨在我們去之前，花時間來教導

我們如何以吸引孩童的方式讀繪本，也很感謝我的契友黃書涵姊妹和我一起構想許

多遊戲跟做會前預備。 

在去之前，我一直覺得都還沒做足準備，彷彿所有事情都充滿不確定性。到了

那裡才發現，除了行程上有所變更外，還要帶那裏的青少年門徒營。我覺得這對我

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從來沒有帶過類似的查經，還要用演戲的方式詮釋經

文中的人物。 

早上的兒童營，一開始對每個學生都還不是很了解。經過了第一天的相處，漸

漸了解每個孩子獨特的性格─有些想要被關注，有些需要多一些陪伴，有些沉著穩

重，每種性格都很可愛也都帶有他們純真的心，讓人無法不愛他們。雖然場面有時

有些許失控，但只要好好跟他們說，他們就會乖乖聽話。不論是在讀繪本、帶動唱、

畫圖還是玩遊戲，每個孩子都全心全意的投入，看著他們認真的眼神是那麼清澈乾

淨，是我很久沒有在台北看到與感受到的。雖然最後一刻在打鬧中結束，場面有些

混亂，但還是充滿感恩讚美。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個孩子的爺爺是教會中的長老，每次來接孫子時，

總是一直對我們說，感謝我們的付出。但舒華姐也總是回說，我們也是來領受祝福

的。這深深的提醒了我，我們看似是來帶營會，好像都是在付出，但其實，我們每

天都在領受祝福，不論從玉里的同工、青少年還是孩童身上，都感受到滿滿的愛和

真誠。 

下午的門徒營真的是充滿挑戰，除了準備的時間很有限，我也很害怕我沒辦法

勝任，怕經文解讀錯誤。感謝神給我一群好同工，在我迷惘不知道要怎麼詮釋表達

的時候，教導我並給我鼓勵；也感謝神給我勇氣和智慧，讓我勇敢站上台去詮釋司

提反的內心獨白，並在帶領國中生查經時，能夠以他們的角度去教導，讓他們比較

能去理解。我覺得門徒營的挑戰雖大，但也在挑戰中讓我深刻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讓我比較沒那麼怕，學著交託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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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晚上的培靈課程得到許多領受，一天是玉里蘇牧師的分享，一天是舒華姐

的分享。而他們青少年準備的詩歌敬拜也跟南京堂的風格很不一樣，算是另一種敬

拜的體驗。在舒華姐分享時，有要我們為自己身體、心智、靈命跟人際四個層面來

禱告，南京堂的我們都只是單純的禱告，而玉里的青少年則是很認真地用文字寫下

對神所要說的話，讓我麼看到他們是多麼渴望親近神。他們或許資源沒有台北的我

們那麼豐富，但他們渴慕的心卻是比我們富足許多的，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預備來玉里時，沒想到我們竟然會在週末剛好碰到月光海音樂祭的舉辦時間，

還看到美到不行的月出與月全蝕。最後一天的主日後，玉里的青少年帶我們去騎腳

踏車，他們平常的訓練都很強，但他們完全沒有覺得我們這群台北來的青少年體力

很差。感謝他們最後一天陪伴我們度過愉快的下午。很開心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跟他

們交流，讓我們了解他們的生活，也開啟我們的視野，看到更多的需要。 

感謝鄭月嬌跟高啟烈老師在這幾天的照顧，把我們餵得飽飽的，又開車接送我們到

車站。感謝神讓我看到更多的需要，也看到許多人自願的為神擺上。在玉里這幾天

深刻感受到上帝深深的祝福，實在美好無比。求神也能夠使用我成為合用的器皿，

彰顯神的榮耀。 

 

本堂上主日(10/7)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53,501 元 

按月奉獻(130 筆) 947,950 元 

建堂奉獻(10 筆) 36,900 元 

感恩奉獻(29 筆) 179,300 元 

其它奉獻(1 筆) 4,000 元 

差傳奉獻(28 筆) 219,300 元 

代轉贈與(19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政府智慧面對美中貿易挑戰，有效推動國家

經濟、解決桃園觀塘環評案及深澳電廠等環

保爭議。 

□ 長傳教執同工身心靈健壯，求主賜下夠用信

心、愛心牧養教會，忠心服事神，服事人。 

□ 成主各班老師同工在至聖真道上造就自己，

深知所傳的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存虔誠

敬畏的心事奉，帶領同學敬畏神，遵行神的

話。 

□ 求主興起合適同工進入生命教育團隊，一同

建造參與服事。生命教育同工身心靈健壯，

與神美好的親密關係。長安國小進班，課程

進行中與學生有美好的互動，與老師有好的

連結，透過生命故事、繪本，巧妙傳遞正確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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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

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希伯來書十

二章 14 節) 

綜合消息： 

按立長老感恩禮拜 

時間：10/14（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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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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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1/8（週四）19:30 南京堂，

鄭維棕弟兄主講「媒體、網路與文創之路—

經驗的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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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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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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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使者關懷行動：協助「在台泰國勞工暖

和過冬」二手冬衣褲捐贈。需求：八成新二

手男性冬衣褲（運動衣褲尤佳） 

時間：10/14、21、28 主日上午 8:30-12:20

地點：送至四樓 401 教室前捐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