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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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第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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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讚美 30  讚美 8  讚美 8  讚美 6 

禱告…  鄒柏林  許世妹  邱創朝  施弘文  唐賢中 

獻詩…  有一位救贖主    至極的愛  
啟應…  詩 57 篇  詩 57 篇  詩 23 篇  詩 23 篇  詩 139 篇 

頌讚…  讚美 296  讚美 296  讚美 204  讚美 204  讚美 254 

讀經…  太五 38~48 太五 38~48 約八 1~11 約八 1~11 申卅二 3~14 

講題…  絕處逢生 絕處逢生 轉機  轉機  帶我去飛翔 

證道…  黃光含  黃光含  程世光  程世光  杜榮華 

頌讚…  讚美 307  讚美 307  讚美 132  讚美 132  讚美 273 

祝禱…  黃光含  黃光含  程世光  程世光  杜榮華 

司琴…  葉逸寧  凌旺楨  張文慧  周同芳  謝玫琪 

招待…  雷元暉  田醒民  張  薇  徐啟仁  林瑞玉 

  羅家叡  孫元文  蔡雅歌  李寒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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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光  王子光  王子光  王子光  王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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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有⼀位救贖主 

有一位救贖主耶穌，神愛子；神寶貴羔羊，彌賽亞，聖潔的主。 

◎感謝阿爸父神，將愛子賜給我們，又賜下真理聖靈做工到主再臨。 

耶穌我救贖主，聖名至高無上，神寶貴羔羊，彌賽亞，眾罪人盼望。（唱◎） 

當我在榮耀中，將見主榮面；在君王神聖的居所服事到永遠。（唱◎） 

有一位救贖主，耶穌，神愛子。 

姊妹會詩班獻詩（第三堂）：讚美 222 首  至極的愛 

哦主祢愛何等深廣，過於我所能測度，祢愛深廣遠超海洋，這愛竟然臨及我。 

祢愛叫祢捨了自己，為要叫我得著祢；祢愛叫祢與我合一，叫我成為祢肢體。 

祢愛所給所作太多，過於我所能述說，最大乃是與我聯合，並且與我相調和。 

祢愛叫祢成為我的，作我一切的供應；叫我享受祢的自己，時時以祢為生命。 

祢愛就是祢的自己，祢那神聖的自己，作了我的人生意義，使我活著就是祢。 

祢是我的生命力量，祢愛給我所經歷；我是祢的恩愛對象，所經所歷全是祢。 

什麼能使祢我分離，祢愛就必愛到底，祢必與我永遠合一，祢愛剛強無可比， 

這愛使我感激不已，是我讚美的目的，祢成為我，我成為祢，這是祢愛的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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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查經 3 11.25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哀歌 流淚祈求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查經 3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奇妙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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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歷史書 
11.19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1.21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親子之愛 

11.22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我喜愛的歌    
  下午 2:00 姊妹會 感恩見證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奇妙的耶穌 
  晚 7:00 社青團契 加入上帝的行動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與子女 
        

11.24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團契出遊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復活與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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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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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幕 尋找新生王 角色、場景、事件 
11.20 ⼀ 下午 2:00 7 組 208  低年級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保羅在雅典  徒十七 16~32 
11.23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廖宜立 陶孟華  高年級 與神摔跤  創卅二 22~32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29 組 305  幼稚班 第二幕 尋找新生王 角色、場景、事件 

11.24 六 下午 1:30 12 組 206  低年級 相信並跟隨 出十⼀ 1~十二 30 
  下午 3:00 程玲玲  中年級 了解我的耶穌  可十四 32~42 
     高年級 與神摔跤  創卅二 22~32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聖經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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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基遍人（上） 
 

康來昌 

讀經：約書亞記九章 27 節

今天我們看約書亞記裏基遍人的遭

遇，也要看基遍人後來的遭遇，也要思

想我們在這裏學到的功課。約書亞記九

1~2「約旦河西，住山地、高原，並對著

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帶的諸王，就是赫

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

未人、耶布斯人的諸王，聽見這事，就

都聚集，同心合意地要與約書亞和以色

列人爭戰。」迦南人不是不知道上帝的

大能，當以色列人派探子到耶利哥城的

時候，喇合就跟他們講，四十年前的事

情，耶和華分開紅海，還有最近的事情，

耶和華擊殺二個曠野的王，都傳到耶利

哥城，城裏的人聽了心都消化。迦南地

的人很聰明，以色列的探子很快就被他

們找到，他們能建高大的城牆，是如此

的高大、雄偉，以致於當年摩西派探子，

都覺得都沒辦法攻破這麼堅固的地方。 

迦南人並不笨，他們有很多錯誤，

包括他們信錯神，有很多邪惡的行為，

包括把小孩拿來獻祭，耶和華容忍迦南

人四百年，給他們四百年的時間悔改，

他們都沒有悔改。於是神在約書亞的時

候，讓約書亞跟他們作戰，第一戰打贏

了耶利歌城。第二戰艾城失敗了，但是

約書亞他們悔改後又得勝了。九章一節

說，當以色列人得勝的消息傳來的時

候，全迦南地都做了錯誤的反應。 

耶利哥城的人也很聰明，但是當他

們知道以色列人要來的時候，他們做了

錯誤的選擇。他們知道耶和華是獨一的

真神。他們知道，喇合講：你們的神是

上天下地的神，你們的神能把紅海分

開，能擊殺曠野的王，你們是一群烏合

之眾，但是你們的神真是獨一的神。 

喇合是妓女，但在聖靈光照下，她

做了理所當然、合情合理的選擇。如果

以色列的神是獨一真神，而且寛容我們

四百年，現在不再寛容了，我們應該做

的就是悔改，就是信靠祂，就是投降。

我們對不信主的人，我們誠懇傳福音，

把我們所得到主的消息，都跟他們講，

我們不是在騙他們，我們在說真誠的

話。當然這需要聖靈的憐憫，人聽到福

音，應當理所當然接受。 

但是整個迦南地方，整個耶利哥

城，只有一個人做了正確的反應。整個

迦南地只有基遍人做了正確的反應。喇

合投降了，基遍人也投降了。基遍人跟

喇合有相同的地方，他們都是迦南人，

他們聽到關於耶和華的作為，他們就悔

改了，他們就被責備了，他們就知道自

己錯了，然後他們就投降，他們投降接

受耶和華，接受以色列人之後，都做出

一些不得不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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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喇合說謊欺騙，因為她必須保護以

色列的探子，在當時沒有別的辦法可以

保護。聖經很真實告訴我們，在罪惡的

世界裏面，我們當然希望出污泥而不

染，可是有的時候我們必須在兩個錯誤

中，尋找一個比較輕的，減少罪惡。喇

合說謊保護探子就是這樣，基遍人跟喇

合一樣，他們也要說謊欺騙，只不過喇

合是欺騙耶利哥城的同胞，基遍人是欺

騙以色列人。 

基遍是一個大城，但是他們聽到有

關於耶和華的事，他們說這是個真神。

我知道我們拜偶像或多年的壞習慣，都

不容易改。在台灣碰到幾世代都在拜媽

祖、觀音或者某個神的家庭。他們會說：

基督教很好，但是我從小就拜了，現在

改拜別的不忠心，這要算起帳來多麼不

好，我不要背叛我的神。講得好像有道

理，其實是大錯特錯。你以前拜錯了，

認賊做父，你們幾代都錯了，那不是真

神；現在你來敬拜耶和華，你是從錯變

對的。如果你要繼續拜以前的神，不是

忠心，而是執迷不悟，繼續做錯。所以，

基遍人跟喇合把他們祖宗的信仰丟棄，

跟隨耶和華，信靠耶和華。其實就像我

們重生得救一樣，我們做錯很多事情，

但是信靠耶和華是我們做最對的事情。

我們沒有要跟任何人作對，但是我們知

道：我跟我的父母，每一個亞當的後裔，

生在這個世界上。在我們沒有聽到福

音、重生得救之前，我們都信錯了神。

要不然就不信祂，要不然就信假神，我

們需要悔改。信聖經中這一位神，並不

是去信洋人的神。耶和華是宇宙萬有的

神，只有祂是獨一的真神。如果沒有聖

靈光照，這個基本的常識，我們都犯了。

但是有聖靈的光照，近遠看到都是該做

的事。「父啊！我感謝祢！這些事，祢

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

出來。」這是耶穌的禱告，也是保羅也

講的話，神讓謙卑的人。我們姑且這樣

說：讓我們信耶穌的人，也許我們不謙

卑，但是在神的光照下，我們謙卑下來。

我們看到我們錯了，我們應該信靠耶穌

就信靠了，跟基遍人、喇合他們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信耶穌的過程中，不需要

有欺騙，喇合、基遍人有，但是那實在

是主的恩典。我們可以跟我們的父母

講，但是有的人是會碰到困難的。在回

教國家，你信了耶穌，不能跟父母講，

不能讓父母知道，受洗也是秘密，甚至

有些時候好像要需要說謊。看聖經也要

偷偷地看，不能讓別人知道。聽說北韓

的父母，不能讓自己的兒女看到自己在

看聖經。這雖然不是那麼嚴重的欺騙，

但是也是欺騙。求主讓我們避免這些

事，但是難免會發生的。 

現在基遍人想要投降，他們覺得以

色列所拜的神是真神，他們想要投降。

但是以色列人從上帝領受的，是所有的

迦南人都要消滅，基遍人也知道這一

點，他們想要信靠這位真神活下去，要

怎麼辦？他們不但投降，而且還說謊，

也演得很真實。九章一節說到，整個迦

南地的王都聚在一起，要抗拒以色列

人，但是基遍大城的居民聽見，就設詭

計，假充使者，拿舊口袋和破裂縫補的

舊皮酒袋馱在驢上，將補過的舊鞋穿在

腳上，把舊衣服穿在身上，他們所帶的

餅都是乾的且長了霉。他們到吉甲營中

見約書亞，對他和以色列人說：我們是

從遠方來的，現在求你與我們立約，以

色列對這些希未人說「只怕你們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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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我們中間的；若是這樣，怎能和你們立

約呢？」他們對約書亞說「我們是你的

僕人。」約書亞問他們說「你們是甚麼

人？是從哪裏來的？」他們回答說「僕

人從極遠之地而來，是因聽見耶和華—

你神的名聲和祂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

並祂向約旦河東的兩個亞摩利王，就是

希實本王西宏和在亞斯他錄的巴珊王噩

一切所行的事。我們的長老和我們那地

的一切居民對我們說：你們手裏要帶路

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對他們

說：我們是你們的僕人；現在求你們與

我們立約。」他們在說謊、欺騙；因為

他們知道一件事，神給以色列人的命

令，是消滅這個地方。所以，他們說謊，

跟以色列人講，我們是從很遠很遠的地

方來的。 

遠交近攻，遠的地方在愛斯基摩人

的地方，我們又不用佔他們的土地，我

們去跟他們交朋友，在我們身邊的，容

易有仇，而且身邊這塊地是神要給我們

的，身邊的就攻打，很遠的地方就和平。

基遍人知道這點，所以他們就裝。以色

列人也太好騙了，是因為他們沒有求告

上帝。他們被這群希未人基遍人說：我

們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出來的時候

是新鮮的餅、新鞋子、新衣服、新的皮

酒袋，現在都舊了、破了，我們走了好

遠的路來啊！我們來是因為聽到你們的

神這麼偉大。他們叫很多人恐怕都看不

起，他們來就是投降，並且說：我們做

你的奴隸。 

我們信耶穌也要有這樣的想法：我

們要做上帝的奴僕，我們是上帝的奴

僕。羅馬書第一章第一節，耶穌基督的

僕人保羅，那個字可以翻成「耶穌基督

的奴隸保羅」，Dulles 美國有一個姓叫

Dulles，美國華盛頓機場叫 Washington 

DC Dulles Airport。Dulles 希臘文就是奴

隸，是僕人也是奴隸。基遍人讓人覺得

很沒出息，跑到以色列，還說謊、還裝，

就是要做你的奴隸。求主讓我們看得

到，這是太正確的一件事，因為我們的

上帝確實是全地的主。 

路德有這樣的觀念，保羅也有這樣

的觀念。人的自由在捨掉自由中得到。

人的自由在捨掉上帝面前的自由得到。

我能夠真地自由，勝過罪惡，有力量、

有盼望，在於我信靠、順服上帝，好像

奴隸一樣，好像不用腦筋一樣。基督教

不是反智的，不是叫人不用腦筋，不是

叫人作賤自己。基督教是叫人回歸一個

事實，就是上帝有無窮無盡的智慧和權

柄。我們人也有智慧，但是都是從神那

裏來的。我們聰明智慧可以有很好的發

揮，但是發揮必定循著上帝的法則來發

揮。所以，我們並不是奴隸。基督教所

到之處是給人自由的，包括讓人自由的

思考，帶來自由平等的觀念。我自己深

深相信，隨著真理、福音傳播，自由、

平等、博愛、互相尊重的觀念就傳播起

來。（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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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利未記 

11／19 一  利未記十五章 19~33  女人的潔淨 

一、v19~24 女人月經時如何？我知道身體會有不潔，除去不潔嗎？ 

答：女人月經期間，有血從體內流出，必不潔淨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潔淨到晚上。

她所躺、坐的都不潔淨；觸摸者必不潔淨到晚上，要洗衣服，洗澡。若觸摸在

上面的東西，必不潔淨到晚上。若男人和她同睡，不潔淨七天；他躺過的床都

不潔淨。 

二、v25~30 婦女有漏症時如何？生病時，我求主醫治，避免傳給人嗎？ 

答：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坐的物都要看為不潔淨。凡摸這些物件的，必不潔

淨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漏症若好了，要計算七天，才為潔淨。第八

天，要取兩隻斑鳩或雛鴿。因她血漏的不潔，祭司要獻一隻作贖罪祭，為她贖

罪；承認自己有罪性會生病。另獻一隻為燔祭，願為神而活。 

三、v31~33 耶和華有什麼要求？我除去一切不潔，再事奉神嗎？ 

答：無論男人漏症和夢遺，女人月經和漏症不潔淨，都要與他們的污穢隔絕，免得

他們玷污耶和華的帳幕，就因自己的污穢死亡。 

 

11／20 二  利未記十六章 1~10  預備贖罪日 

一、v1~2 耶和華有什麼吩咐？父神滿有威嚴榮耀，我敬畏或隨便事奉祂？ 

答：亞倫的兩個兒子死了以後，當天耶和華要摩西告訴亞倫，不可隨時進聖所的幔

內，也就是進到至聖所約櫃前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因為耶和華要從雲中顯

現在施恩座上。耶和華滿有威嚴榮耀，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裡，提前 6:16。 

二、v3~4 亞倫進聖所前，當如何？事奉神，我禱告拒絕肉體的敗壞嗎？ 

答：亞倫要帶一隻公牛犢為贖罪祭，一隻公綿羊為燔祭。先獻上贖罪祭，承認自己

是有罪性的人，除去一切肉體的敗壞事奉神；再獻上燔祭，表示一切事奉都是

為著神。要用水洗身，然後穿上細麻布聖內袍，細麻布褲子，腰束細麻布帶子，

頭戴細麻布冠冕。潔淨自己，穿上聖禮服事奉。 

三、v5~10 亞倫為會眾當如何？我求主賜我屬靈的悟性，明白真理嗎？ 

答：亞倫為兩隻公山羊在耶和華面前拈鬮，一鬮歸與耶和華，一鬮歸與阿撒瀉勒。

歸與耶和華的羊獻為贖罪祭，但那拈鬮歸與阿撒瀉勒的羊要活著，用來贖罪，

打發人送到曠野去，歸與阿撒瀉勒。這兩隻羊都為贖罪，要顯明贖罪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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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1／21 三  利未記十六章 11~19  贖罪日贖罪 

一、v11~14 亞倫要怎樣為自己贖罪？我學習按神心意仔細禱告嗎？ 

答：亞倫先獻上公牛犢為自己和本家贖罪。從香壇上取盛滿火炭的香爐，再拿一捧

搗細的香料，把這些都帶入幔子內。在耶和華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煙

雲遮掩法櫃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頭彈在施恩座

的上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彈血七次。搗細的香料很容易燒起來冒煙，聖徒合

神心意細細的禱告，蒙神悅納。彈血七次，完全求神饒恕。 

二、v15~17 怎樣為百姓贖罪？我為人禱告，求神使他離開罪惡嗎？ 

答：亞倫要宰為百姓獻贖罪祭的公山羊，把血帶進幔子裡，彈血在施恩座的上面和

前面。因以色列人諸般的污穢、過犯贖罪並因會幕在他們污穢之中。進聖所贖

罪的時候，會幕裡不可有人，直到他贖了罪出來。 

三、v18~19 怎樣在香壇上贖罪？我除去罪惡、污穢，生活有力嗎？ 

答：亞倫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香壇四角的周圍；也要用指頭把血彈

在壇上七次，潔淨了壇，從壇上除掉以色列人諸般的污穢，使壇成聖。角是力

量，除去污穢後，就有能力。 

 

11／22 四  利未記十六章 20~28  阿撒瀉勒 

一、v20~22 怎樣獻上另一隻公山羊？我感謝神，祂赦免我真誠地認罪嗎？ 

答：亞倫要兩手按在羊頭上，承認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過犯，把這些罪都歸在羊的

頭上，派人把羊，送到曠野。這羊要擔當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帶到無人之地。

表示神已完全赦免，不再追究。 

註：「阿撒瀉勒」意思是徹底遷移。藉著羊表明罪孽徹底移走，不再回來。 

二、v23~25 亞倫怎樣完成贖罪？我求神使我更多為神而活嗎？ 

答：亞倫要進會幕，把他進聖所時所穿的細麻布衣服脫下，放在那裡，又要在聖處

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來，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獻上，為自己和百姓贖

罪。贖罪祭牲的脂肪要燒在壇上。燔祭代表為神而活，燔祭為自己和百姓贖罪，

承認沒有完全為神而活，求神赦免。 

三、v26~28 贖罪的牛羊怎樣處理？我感謝主耶穌，為我的罪在十架受苦嗎？ 

答：作贖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帶入聖所贖罪，這牛羊就要搬到營外，將皮、

肉、糞用火焚燒。主耶穌是贖罪的羔羊，祂的血被帶進至聖所贖罪，他的身體

就要在城門外各各他釘十字架受苦，來 1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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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五  利未記十六章 29~34  刻苦己心 

一、v29 每年七月初十日當如何？我在神面前省察自己嗎？ 

答：每逢七月初十日，你們要刻苦己心，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外人，甚麼工都

不可做；這要作你們永遠的定例。什麼事都不作，刻苦己心，在神面前省察，

專心禁食禱告，才知道自己裡面的罪、隱藏的罪。 

二、v30~31 贖罪日有什麼目的？我省察自己，除去一切罪惡嗎？ 

答：這日要為你們以色列人贖罪，使你們潔淨。你們要在耶和華面前得以潔淨，脫

盡一切的罪愆。這日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刻苦己心；這為永遠的定例。 

三、v32~34 祭司當如何？我感謝主耶穌，流血捨身贖我的罪嗎？ 

答：祭司要穿上細麻布的聖衣，行贖罪之禮。他要為至聖所贖罪，又為會幕和祭壇

贖罪，以及為祭司們和全體會眾贖罪。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為他

們贖罪。 

 

11／24 六  利未記十七章 1~9  獻平安祭 

一、v1~2 耶和華怎樣告訴百姓？我順從神，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嗎？ 

答：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吩咐亞倫和他兒子和以色列眾人，對他們說：這是耶

和華的吩咐。神沒有要亞倫向眾人說，免得眾人以為亞倫為自己的好處說。 

二、v3~9 獻祭的牛羊當如何？我按神心意感恩，榮耀歸給神嗎？ 

答：獻祭的牛羊必須帶到會幕門口，交給祭司，獻給耶和華作平安祭。祭司把血灑

在會幕門口，脂油燒在祭壇上，獻給耶和華，這是馨香的祭。 

三、v3~9 不可怎樣犯罪？我拒絕傳統習慣、惡俗，遠離淫亂嗎？ 

答：以色列人不可在田野宰牛羊獻祭給鬼魔，效法外邦人行邪淫。 

 

11／25 日  利未記十七章 10~16  血能贖罪 

一、v10~14 什麼不可吃？我按神的吩咐，拒絕不該吃的嗎？ 

答：獻平安祭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若吃甚麼血，

耶和華必向那吃血的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二、v11~14 神賜血有什麼目的？我求主賜力量，離開誘惑，不犯罪嗎？ 

答：耶和華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裡有生命，所以

能贖罪。罪的工價乃是死，贖罪必須付出生命。 

三、v15~16 吃什麼會不潔淨？當怎樣行？我貪食，吃不該吃的嗎？ 

答：凡吃自死的，或是被野獸撕裂的，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潔淨到晚上，

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為潔淨。他若不洗衣服，不洗身，就必擔

當他的罪孽。自死的，可能生病或其他毒素侵入而死；被野獸撕裂的，已經腐

敗，兩者都能叫人生病。不潔淨到晚上，可以知道吃的人是否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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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泰北】賴建超、陳淑娟夫婦 

2018 年 9 月 2 日對泰北福泰禮拜堂是一個值得記念的大

日子，因在這天我們終於有了完全由教會獨力支持的本地傳道

夫妻—李長明、李恩潔傳道伉儷。今年適逢福泰禮拜堂成立八

周年，回想過去教會從零開始，至今穩定聚會約 30 多位成人

會友，10 多位青少年，10 多位兒童。教會財政獨立，沒有國

外教會的固定支持。教會每年舉辦超過 10 場佈道性聚會，今

年 5 月更是開始了第一屆國內短宣隊，向泰國同胞傳福音⋯。

而今在時候滿足的時候，神帶領了長明、恩潔夫妻加入福泰事

奉團隊。回顧這一切，神實在是厚賜大恩給我們！深信神必要

加倍使用福泰禮拜堂，好叫「福」臨「泰」國大大成就！ 

而就在這大好消息臨到之際，因泰國政府內部狀況，建

超淑娟申請工作及居留簽證時發生一些困難。政府宣佈不核發

志工工作證，但卻沒與其他單位協商配套措施，以致不少國際

志工簽證到期，卻無法辦理延期。正當我們為此事煩惱之際，

感謝神開路，按情報指示我們速奔

千里之外的 B 市順利取得工作

證。但當拿著工作證去辦居留簽證時，卻遇到另外的困

難，眼看我們的居留就要到期了，心中難免著急。感謝

神，又有情報指示我們趕往 M 市移民局，就在我們居留

到期的當天，過了！哈利路亞，神真的不誤事！雖然在

過程中，我們的信心會起伏，但感謝神總是適時賜下祂

的話語，不僅安定我們的心靈，也賜給我們力量。我們

全家更經歷神的信實！讚美主！ 

在這段為簽證奔波的經歷中，神再次提醒我們「宣

教士是階段性的服事，最後目標是建立自立、自養、自

傳本色化的教會」。無論我們多愛這塊土地及百姓，也

改變不了我們是外國人這事實。所以，建造門徒就應是

我們的首要目標，也是我們最最重要的使命。為此，在

我們每週的行事曆中，每週二固定與行政同工瑪莉、恩

麗靈修分享後一起代禱；每週四與教會傳道長明、恩潔

靈修禱告後一起探訪。除此以外，我們也看重每主日的

成人主日學和兒童主日學，希望無論是成人或兒童都能

更認識神的話。我們也定期與一些弟兄姐妹陪讀聖經或

抉擇之路等等，深知惟有生命才能影響生命，也才會有

長長久久的果效。求神使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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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事項】 

1、為年青傳道夫妻李長明、李恩潔伉儷加入福泰禮拜堂配搭服事感恩，求主恩膏並

澆灌能力，使他們的服事成為教會美好的祝福。 

2、為福泰禮拜堂能在未來一兩年內順利購置墳地禱告，我們信神已經預備了，我們

要持續禱告直到親眼看見神的美意成就。 

3、為建超淑娟正在申請一年的居留簽證禱告，求主賜靈巧的智慧，求主開通達的道

路，使我們見證主的信實。 

4、為母親節佈道主日有 110 位成人及小孩參加，中文學校各班學生有美好的演出感

恩。請繼續為 12 月父親節主日的籌辦(淑娟主責)，求主繼續動工，使更多泰國人

靈魂得救。 

5、為台北麗山麗景三峽短宣隊、林南堂短宣隊、南京堂短宣隊在泰北有美好的宣教

感恩，求主記念服事的果效。 

6、為第二屆全教會退修會順利結束感恩，此次大人小孩共有 36 位弟兄姐妹報名參

加，求主更凝聚弟兄姐妹的心，與主更加親近。 

7、請為聖誕節洗禮祝福禱告，目前正開始安排慕道受洗課程，求主親自揀選屬祂的

百姓，願主的榮光大大彰顯在福泰禮拜堂。 

8、請為淑娟媽媽黃女士因喪偶心情低落禱告，求主柔軟媽媽的心，願意真正信靠耶

穌。也為建超的父親賴弟兄提名代禱，因手腳發麻無力正安排檢查中，日前還不

慎在教會跌倒，所幸無礙，求主憐憫醫治，也堅定父親的心志。 

 

請多多代禱 

記念海外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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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與代禱 

 

講台筆記 

 

 

 

 

 

 

 

 

 

 

 

 

 

 

 

 

 

本堂上主日(11/11)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2,918 元 

按月奉獻(78 筆) 455,750 元 

建堂奉獻(1 筆) 12,000 元 

感恩奉獻(30 筆) 66,000 元 

其它奉獻(3 筆) 8,000 元 

差傳奉獻(21 筆) 83,000 元 

代轉贈與(8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國際局勢穩定，避免激發惡鬥；眾人喜好和

睦，拒絕濫殺無辜。 

□ 年底選舉公投，過程平和正向；唾棄罪惡暴

行，人民歸信真神。 

□ 信徒渴慕真道，生命與主連結；籌辦福音聚

會，邀約親友蒙恩。 

□ 2019 年度兒童事工規劃，將聚焦在敬拜、

牧養、師培、銜接的更新，求主帶領長傳執

同工團隊同領一靈，持續尋求主的引領，有

好的討論和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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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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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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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

般的慈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致斷絕。(耶利米

哀歌三章 22 節) 

綜合消息： 

聖誕節洗禮：12/16 舉行，凡清楚重生得救

者，請洽服務台報名。（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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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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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屆時參加。 

路得團契：11/24 本週六 13:30 新安 B01 室，

主題：權柄的失落—從大衛的失敗看一個無

力的父親，歡迎單親家庭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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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2/13（週四）19:30 南京

堂，曾陽晴弟兄主講：幸福的秘密，歡迎邀

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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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草漯聖誕晚會陪談同工徵召：讓我們

去！到沿海工業地區，領人歸主！12/8 週六

15:00 出發，22:30 抵達台北。地點：桃園大

觀福音中心。請洽二樓服務台登記。 

帶人信耶穌，一起來禱告：請到二樓服務台

填妥「PRAY FOR...12 月福音行動代禱名

單」，投到代禱箱。本堂守望勇士將為您計

劃邀約的親朋好友禱告，更鼓勵您也加入代

禱勇士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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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開廣我心的時

候，我就往祢命令

的道上直奔。 

詩篇 119 篇 32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