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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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  第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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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讚美 7  讚美 7  讚美 7  讚美 3 

禱告…  王若軒  周慶浩  周純如  林姿如  張世民 

獻詩…  必有恩惠與慈愛    我要堅信到永遠  
啟應…  詩 26 篇  詩 111 篇 詩 51 篇  詩 34 篇  詩 146 篇 

頌讚…  讚美 232  讚美 250  讚美 177  讚美 330  讚美 119 

讀經…  雅二 25  書四 23~24 書七 5  書九 27  創廿 1~18 

講題…  喇合的信與行 過河  成功為失敗之母 基遍人  因為你，因為祢 

證道…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龍浩雲 

頌讚…  讚美 377  讚美 343  讚美 374  讚美 318  讚美 402 

祝禱…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康來昌  龍浩雲 

司琴…  施慧慈  羅家懿  呂美賢  李弘恩  林貝蓁 

招待…  余智能  林惠珍  王毓鈞  王瑞欽  王麗華 

  嚴國俊  陳春梅  馮家祺  汪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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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大陵  范大陵  李培立  李培立  汪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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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讚美 313 首「必有恩惠與慈愛」  

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在黑暗罪惡中徘徊；那時慈牧耶穌找到我，我今正向父家歸回。 

我疲倦時，祂使我甦醒，每日祂賜力量給我；祂領我到安靜的水邊，保守我每一步穩妥。 

當我走過寂寞的幽谷，救主必與我行一路；祂大能手保護引領我，到為我預備的居處。 

（副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與慈愛，隨著我直到永永遠遠。 

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到永遠；敵人面前祂為我擺設筵席，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與慈愛，隨著我直到永永遠遠，到永遠，直到永永遠遠。 

恩愛詩班獻詩（第三堂）：我要堅信到永遠 
我們相聚在此地，分享神恩典救贖美意。無懷疑沒有恐懼，我知祂就在這裡。 

當我面對每一日，我要順服尊崇服事主；若盼望逐漸消逝，我深知我必信靠主。 

◎我且要堅信到永遠，神常常引我向前。穿過黑暗夜必見主光輝，我要堅信到永遠！ 

我一生遵主旨意，雖有時不明白祂美意。許多事雖看不清，但信心助我能確信。 

從祂話語學真理；透過祂慈愛我得重生。倚靠祂我不失敗，因我知我主必得勝。（唱◎） 

當分享主愛廣大，全世界將知我們屬祂。奉主名我們合一，我們將成全祂旨意！（唱◎） 

我們要合一成全主旨意，我要堅信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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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獻詩排練 11.11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自述艱苦 

   青少年聚會 高中: 獻詩排練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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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揚福音 
11.5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1.7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聖經婚姻觀 

11.8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郊遊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人是誰 
  晚 7:00 社青團契 新世代職青信仰 

的挑戰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與工作 
       

11.10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舊約導論(下)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復活與得救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月查經內容 
徒廿六 1~15 
徒廿六 16~32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1.4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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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幕 天使與馬利亞  角色、場景、事件 
11.6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低年級 保羅為阿尼⻄⺟求情  ⾨⼀ 25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獄卒的見證  徒⼗六 25~34 
11.9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廖宜立 陶孟華  高年級 拉班立約  創卅⼀ 17~44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29 組 305  幼稚班 第⼀幕 天使與馬利亞  角色、場景、事件 

11.10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低年級 我的幫助，我的盾牌 出三 1~四 17 
  下午 1:30 12 組 206  中年級 彰顯愛的耶穌  約⼗三 1~20 
  下午 2:00 程玲玲  高年級 拉班立約  創卅⼀ 17~44 
  下午 2:30 30 組 207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聖經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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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再思大使命（中） 
 

王良玉 

讀經：馬太福音廿八 18~20 節

對基督徒來說，耶穌是一切的答

案。福音就是好消息，不是我們所做的

事，而是主已經為我們做成的事。所以，

我們不可能用自己的好行為，修橋、補

路、賙濟貧窮、立德、立功、立言，跟

神交換一個祂兒子的生命，祂兒子的救

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穌做好了，

我們領受，我們相信。福音有一個無法

縮減的複雜性，這是非常清楚的福音。

不是說福音不能簡單清楚表達，我們傳

福音可以很有條理的告訴別人，但是福

音本身不簡單，因為他所講的是上帝兒

子的救恩。 

福音到底是什麼？如果用聖經的話

來講，福音是好消息，就是基督照聖經

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

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福音是耶

穌基督，道成肉身，從死裡復活，顯明

為神的兒子。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相信的人。福音是神的義，因信耶穌

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福音是神的恩典，因耶穌基督成為救

贖，使人白白稱義。如果每一節經文都

解經，有很多是可以放在一起來思想，

如果我們的朋友、同事、親戚問你：你

們每個禮拜天到教會，你們到底信什

麼？都問問題了，我們應該回答。如果

我們當下怕講不清楚，想約教會長老或

帶他到教會，長老講可以講的很清楚，

我怕自己講不清楚。彼得前書三章告訴

我們：如果有人問你心中盼望的緣由，

你就要常做準備，用溫柔敬畏的心，回

答各人。要常做準備，信了幾十年竟然

不知道、講不清楚信了什麼，真要好好

地反省。當然我們知道上帝是非常豐

富、榮耀，但是福音在我身上，我信了，

怎麼會講不清楚呢？剛剛的經文也可以

幫助我們。如果我講不清楚，我就要弄

清楚，而不是把人想要了解時說我自己

不清楚。我們需要更認真體會，更認真

講明白。我們到底信的是什麼？這是非

常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當思想到耶穌是一切的答案時，你

就會知道信耶穌不是讓我們升官發財；

也不是讓我們飛黃騰達，而是解決生命

的問題。人的生命因為有罪的關係，所

以產生了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沒有辦

法自己解決的。我們很清楚知道，立志

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人的心

因為有罪的關係，就受捆綁、轄制，需

要耶穌來解開。約翰福音十 10「盜賊來，

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

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這盜賊一層一層要置人於死地，

但是耶穌說，祂來了，祂要叫羊（人）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們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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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會經歷很奇妙的恩典，包括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在做決志禱告，我們永遠想不

通，永遠想不透，這個禱告之後，我們

生命有多大的改變，我們會領受多大的

祝福在人生的路上。同樣道理，當我們

傳福音的時候也是一樣，有時我們心裏

想傳福音的對象，可能是好朋友或家

人，我們會介入他們的生命故事，有時

我們並不知道，那聽我們傳福音的人生

命後面發生什麼事。但那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是上帝的祝福臨到有回應的人。 

某女宣教士，已經結婚了。現在跟

她丈夫在海外做醫療宣教，她的先生是

醫生。這位女宣教士小時候住台中，她

是傳統民間信仰的家庭。她小時候在自

己的院子坐在小板凳上，她抬頭看遠遠

的有一個十字架。她心中就有莫名的嚮

往，那是她沒有辦法描述的小孩子的

心。當她六年級時，有一天經過台中公

園，有一位外國宣教士就給了她一張單

張，早先發單張是最普遍的傳福音的方

式，她回家看了以後，背後有一小段話

「如果你相信，可以這樣禱告…」。她

心中已經有上帝奇妙的福音種子，但她

不知道，她只是嚮往看到十字架，但是

當她明白了救恩，她就接受，照著單張

背後的禱詞做決志禱告，就成為神的兒

女。後來她進入教會，得著很好的裁培

造就。神全時間的呼召臨到她。她進入

了神學院，畢業後遇到她的先生，兩個

人一起現在是在海外做醫療宣教的工

作。這是非常奇妙，以後也沒看過那個

外國宣教士，那外國宣教士不知道發了

多少張單張了，但是就是有一張單張落

到一個小女孩的手上，上帝奇妙的生命

故事，就在她身上展現了。 

有一個韓國華僑家庭，先生中風，

我們去探訪他的妻子。有的時候你傳福

音，因著對方的眼神或者專注，感覺到

好像可以做相信耶穌決志禱告的邀請。

我看著這位太太，她聽的非常認真，專

心在聽，我從她的眼神看到，我心裏想

著今天可以邀請她。我就說：好不好我

們現在來做一個相信耶穌的禱告？她回

答：師母，如果我現在告訴妳說好，我

是在騙妳，但是我會好好想一想。很誠

實，很好。我告訴她：沒問題，我會再

找時間來看妳。她可以塘塞，但是她不

願意，後來這個媽媽也信主了。 

一個重病在床的媽媽，我們認識她

的女兒。這個媽媽反對基督教信仰很厲

害。女兒很愛她的母親，就希望媽媽好

一點時，到家來探訪。有一天，禱告會

完後，我們到她家。當我看到媽媽時，

她彷彿已經等候人來把福音告訴她。以

前非常反對信仰，那天整個生命是等候

著福音使者把福音告訴她。我們很清楚

告訴她，她也很清楚接受。這位老媽媽

病很重，還沒有到禮拜堂聚會過一次，

不久她就到醫院了。她的女兒就帶她禱

告、讀經，當然也求上帝醫治。有一天

她跟女兒說：女兒啊，妳要跟上帝打官

司了。因為她女兒希望媽媽的病好，希

望神能夠救她母親，媽媽自己感覺上帝

要接她走，所以要女兒跟上帝打官司，

意思是上帝不會聽她的禱告，要把她接

走。二個月以後她就安息了，雖然她沒

有到過禮拜堂聚會，但是她非常清楚自

己是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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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所以很多故事，沒有一個故事是一

樣的，因為神做成在我們生命當中的都

是非常美麗的生命故事。當然要去傳福

音，如果我們不去傳，就沒有辦法經歷

到這麼多美好的見證，所以去傳主福音

是應該的。傳福音之後，我們要清楚告

訴對方神國的真理，救恩使我們得以進

入神的國，福音關乎神對世人的心意，

是神豐富的作為，不能輕易被簡化，也

不能被縮減為只是個人的救恩。神國的

真理不單是關乎自己，也是關乎別人

的。地上的國有領袖、土地、國民，有

很多關乎國的事情；神國也是這樣，有

主權，因為我們的神是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我們也希望有很多得救的人湧入

神國，既然祂是王，我就是祂的僕人，

祂的子民，所以我也要學習順服。 

神的國真理一開的時候，整個眼界

都開了。不是只有因信稱義，這只是進

入神國的起點。羅馬書一〜三 20 講福音

與定罪，三 21〜五章講福音與稱義，六

〜八講成聖，九〜十一章講揀選，十二

〜十六章講事奉，我們會發現這是很長

的一條路。如果我們可以把神國的真理

跟人分享，會幫助我們更明白神的心

意。耶穌在復活之後，有四十天跟門徒

講神國的事，神國的真理好豐富，講四

十天都講不完，這是在使徒行傳一章 1~4

記載，當然耶穌復活之後，不是從早到

晚 40 天都跟門徒在一起，不管怎麼樣，

耶穌復活後，有時出現，有時又沒有，

但是祂只講一件事，就是神國的事。耶

穌跟尼哥底母講重生真理時，約翰福音

三章也是這麼說「人若不重生，不能見

神的國，人若不重生，不能進神的國」，

耶穌傳福音一開始祂就講神國，所以神

國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下期待續） 

 

本堂上主日(10/28)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68,315 元 

按月奉獻(61 筆) 375,450 元 

建堂奉獻(3 筆) 9,600 元 

感恩奉獻(36 筆) 104,050 元 

其它奉獻(2 筆) 2,000 元 

差傳奉獻(13 筆) 82,100 元 

代轉贈與(2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政府看重公平公義，超越個人黨派得失，謙

卑智慧解決電力、交通…問題。選舉抹黑、

詭詐者失敗，正直清廉、有能力者當選。信

徒、百姓清楚公投內容，按真理投票，合真

理者通過。 

□ 信徒身心靈健康，每天好靈修，心靈得飽

足；將重擔交給神，有平安；常為未信親友

禱告，邀約參加聖誕節福音聚會，把握機會

帶他們信主。長傳同工大有信心，傳揚福音。 

□ 在苦難、病痛煎熬中的信徒，求主賜信心和

力量，順從聖靈，禱告平安走過。 

□ 神引導兒主團隊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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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聖誕聚

會，各團隊籌劃有主的引導，靠主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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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利未記 

11／5 一  利未記十章 8~15  祭司的事奉和飲食 

一、v8~11 進會幕有什麼規定？我敬虔事奉，放棄享受嗎？ 

答：進入會幕時，清酒、濃酒都不可喝，免得死亡。不喝酒祭司思緒清楚，可以將

聖的、俗的，潔淨的、不潔淨的分別出來，並將一切律例教訓百姓。喝酒不是

錯誤，但事奉時，要放棄酒的享受，免得事奉出錯。 

二、v12~13 素祭誰可以吃？在哪裡吃？我求主聖靈充滿，靠聖靈服事神嗎？ 

答：亞倫和亞倫的兒子可以吃素祭，要在壇旁不帶酵而吃，因為是至聖的。不帶酵

表示沒有罪，素祭的餅中都有油，表示聖靈充滿或滿有聖靈。祭司事奉必須聖

靈充滿，生命最好成長到滿有聖靈。 

三、v14~15 誰可以吃平安祭的胸和腿？在哪裡吃？我存清潔的心感恩嗎？ 

答：祭司和祭司的兒女都可以吃，要在潔淨的地方吃。平安祭有感恩、甘心、許願

三種。胸和腿都可帶出會幕院子，與兒女一起吃，但要在潔淨的地方吃。 

 

11／6 二  利未記十章 16~20  摩西的改變 

一、v16 摩西為什麼發怒？情緒不好時，我懇求神掌管情緒，不發怒嗎？ 

答：摩西急切尋找為會眾獻的公山羊，這公山羊的肉是給亞倫和他兒子吃的。誰知

獻祭時，整隻羊燒了，9:5。摩西完全不為自己，要一切遵行耶和華的吩咐，因

為亞倫的兩個兒子沒有按耶和華的吩咐行，向他們發怒。 

二、v17~18 摩西責備什麼？我按神的心意責備，或發洩情緒罵人？ 

答：為會眾獻的贖罪祭是至聖的，神把祭肉給了亞倫的兒子；神要亞倫的兒子擔當

會眾的罪孽，在耶和華面前為會眾贖罪。亞倫的兒子卻沒有在聖所吃贖罪祭的

祭肉，也沒有把血拿到聖所。責備不是罵；責備根據事實和真理，要人改過；

罵出於自我，不一定根據事實和真理，只是發洩情緒。 

三、v19~20 摩西看法怎樣改變？只要合乎真理，我接受不同的看法嗎？ 

答：亞倫指出：今天他兩個兒子為會眾獻上贖罪祭和燔祭，這祭肉雖是給獻祭祭司

的酬勞；但亞倫兩個兒子死了，若吃這祭肉，耶和華豈能看為美呢？摩西聽了，

知道這是合理的，就不生氣，只要合神心意就好了。 

 

11／7 三  利未記十一章 1~8  走獸潔淨的和不潔淨的 

一、v1~3 哪些走獸是可吃的？我感謝神，賜下可吃的牲畜嗎？ 

答：凡蹄分兩瓣、反芻的走獸，都可以吃。這規則使人容易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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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4~7 哪些走獸不可吃？我求神使我遠離罪惡，生活聖潔嗎？ 

答：反芻不分蹄的駱駝、沙番、兔子是不潔淨的；豬蹄分兩瓣卻不反芻，也不潔淨，

都不可吃。神造的原是好的。亞當犯罪，大地受咒詛，走獸中有些成為不潔淨

的。 

註 1：沙番是中東地區乾河谷的岩蹄兔，毛褐黃色，耳很小，尾短。 

註 2：豬肉食用必須全熟，相對於牛肉、羊肉比較不乾淨。 

註 3：新約沒有食物的禁忌，林前 8:8。 

三、v8 怎樣保持潔淨？我忌口，或不該吃的也吃？ 

答：不潔淨走獸的肉，不可吃；死的，不可摸。 

 

11／8 四  利未記十一章 9~12  水中潔淨的和不潔淨的 

一、v9 水中可吃的有哪些？我感謝神，賜下豐富可吃的海產、水產嗎？ 

答：凡在水裡、海裡、河裡、有翅有鱗的，都可以吃。 

二、v10 水中有哪些活物是可憎的？我按神的心意飲食，避免過敏中毒嗎？ 

答：凡在海裡、河裡，並一切水裡游動的活物，無翅無鱗的，都當以為可憎。這些

不但不潔淨，還要以為可憎惡，不可靠近，其中有些可能會傷人。 

註：水裡無翅無鱗的活物，沒有鱗保護，對某些吃的人會造成過敏。 

三、v11~12 水中可憎的，怎樣處理？我可惜保留或丟掉該丟掉的食物？ 

答：不可吃牠們的肉；死的也當以為可憎。 

 

11／9 五  利未記十一章 13~28  鳥與昆蟲潔淨的和不潔淨的 

一、v13~19 哪些雀鳥是可憎的，不可吃？我憎惡神所憎惡的罪惡嗎？ 

答：鵰、狗頭鵰、紅頭鵰、鷂鷹、小鷹與其類；烏鴉與其類；鴕鳥、夜鷹、魚鷹、

鷹與其類；鴞鳥、鸕鶿、貓頭鷹、角鴟、鵜鶘、禿鵰、鸛、鷺鷥與其類；戴鵀

與蝙蝠。因為可憎，不可靠近，免得被攻擊受傷。這些大部分是肉食性的鳥，

殘餘的腐肉可能使吃的人生病。 

二、v20~25 哪些爬物可吃？哪些不可吃？我分辨食物，只吃有益的嗎？ 

答：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蝗蟲、螞蚱、蟋蟀與其類；

蚱蜢與其類都可以吃。但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都當以為可憎，不可吃。 

三、v24~28 怎樣處理不潔淨的走獸、鳥和爬物？我拒絕不潔淨的網站圖片嗎？ 

答：摸了不潔淨的走獸、鳥和爬物，就不潔淨；凡摸了或拿了死的，必不潔淨到晚

上，並要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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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六  利未記十一章 29~40 不潔淨的爬物 

一、v29~35 哪些爬物不潔淨？怎樣潔淨？我不隨世俗養不潔淨的爬物嗎？ 

答：鼬鼠、鼫鼠、蜥蜴與其類，壁虎、龍子、守宮、蛇醫、蝘蜓等都不潔淨。摸了

死屍的，必不潔淨到晚上。死屍掉在甚麼東西上就不潔淨，無論木器、衣服、

皮子、口袋…要放在水中，到晚上才潔淨。若掉在瓦器裡，要把這瓦器打破。

其中一切可吃的、可喝的，必不潔淨。若有一點掉在甚麼物件上，那物件就不

潔淨，不拘是爐子，是鍋臺，都要打碎。 

二、v36~38 哪些情況潔淨？哪些不潔淨？我求主賜智慧分辨什麼是潔淨的嗎？ 

答：不潔淨的爬物死了，若掉在泉源或聚水的池子，泉源或池子仍潔淨；但碰觸那

死的，就不潔淨。若是死的，有一點掉在要種的子粒上，子粒仍是潔淨；若掉

在已澆水的子粒上，這子粒就不潔淨。 

三、v39~40 若不潔，怎樣潔淨？我愛惜食物，捨不得丟掉有問題的食物嗎？ 

答：可吃的走獸若死了，有人摸，必不潔淨到晚上。吃那死了的走獸或拿了死屍的，

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洗衣服。這些不是經過屠宰的，可能肉已腐敗；因死因

不明，可能有毒素。 

註：今年南非某村莊 60 名村民中毒，因為吃了一頭被眼鏡蛇咬死的牛。 

 

11／11 日  利未記十一章 41~47  生活要聖潔 

一、v41~43 怎樣看地上的爬物？我拒絕世俗對蛇蠍的看法嗎？ 

答：凡用肚子行走的、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許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都不

可吃，因為是可憎的。不可因這些使自己不潔淨，更不可成為可憎的。玩蛇者、

與蛇蠍共處者都是可憎的，也有人拜蛇。 

二、v44 為什麼要聖潔？不可作什麼事？我知道神是聖潔的，生活聖潔嗎？ 

答：耶和華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以色列人要成為聖潔，因為耶和華是聖潔的。

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 

三、v45~47 以色列人當如何？我追求聖潔，等候主耶穌再來嗎？ 

答：耶和華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地領出來，要作他們的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聖潔，

因為耶和華是聖潔的。神救我們脫離罪惡，賜下主耶穌聖潔的生命，我們應當

追求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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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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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勞工(移民)能遠離假神，敬拜獨一真神。目前有至少 20 萬的越南人在台灣工

作(居住)，其中有很多人正在尋找真神，他們的家鄉沒有福音，沒有基督徒，求

主憐憫他們，開他們的眼睛認識真理。 

2、徵召 2019 年 2 月下旬越南關懷服務隊隊員：有志服事越南基層朋友與都會青年

之大專及青壯信徒，請盡快與辦公室聯繫索取報名表。 

【心繫穆民】 

1、全世界有至少 20 億人口是穆斯林，向穆斯林見證基督是今日宣教的極大挑戰。

基督門徒需要帶著謙卑、愛、尊重和祝福的心，進到穆斯林族群中間，與他們真

誠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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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月期間有多支福音隊前往福泰福音中心事奉，為福音隊在泰北事奉蒙神賜

福，讓當地人能得見真神，求主看顧福音隊所撒下的福音種子能按時發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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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底止累計結存達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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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財務報告 

上月結存 636,348 累計收入 10,378,390 

本月收入 753,806 累計支出 9,531,710 

本月支出 542,974 奉獻達成率 61.0% 

本月累計結存 847,180 奉獻應達率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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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穩，有豐盛的

救恩，並智慧和知識；你以敬畏耶和華為至

寶。(以賽亞書卅三章 6 節) 

綜合消息： 

長老傳道執事聯席會議：今天 14:30 在南京

堂 205 室舉行，請長執傳道、同工參加。 

聖誕節洗禮：12/16 舉行，凡清楚重生得救

者，請洽服務台報名。（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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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召服事： 

聖誕佈道會陪談同工徵召：請至二樓櫃台填

寫報名表，或洽詢成弟兄 0953-29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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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詩班徵召班員：每週一晚 7:30~9:30 在

新安大堂練習，歡迎有歌唱恩賜及負擔的主

內肢體加入（11/5〜12/24 預備聖誕獻詩），

意者請洽班長趙利美姊妹 0932-035-041。 

信徒聚會：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明天 11/5 上午 10:00 在

新安中心 301 室舉行，請姊妹們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月例會：11/11 下主日 14:00 於南京

堂 205 室，由 Mark & Ruth 宣教士主講：

宣教歷程—嘉義大林鄉宣教的使命與異

象，歡迎夫妻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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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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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訊息：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 2019 年度信心認獻：請

您按感動填寫認獻卡，投入奉獻箱。 

差傳禱告會：11/11 下主日 13:00~14:00 在

207 室，歡迎參加。 

南京堂宣教群組：歡迎掃描以下 QR code 加

入群組，一同關心宣教並禱告。左為宣教部

LINE；右為宣教部 FB 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