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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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日  第 2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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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讚美 33  讚美 6  讚美 6  讚美 6 

禱告…  黃子宣  陳  照  楊伸崇  何智祥  張世民 

獻詩…  來到馬槽前    祢的真光要來臨  

啟應…  詩 24篇  詩 24篇  詩 1篇  詩 1篇  詩 1篇 

頌讚…  讚美 56  讚美 56  讚美 218  讚美 218  讚美 218 

讀經…  太二 1~12 太二 1~12 林前四 9  林前四 9  林前四 9  

講題…  尋找耶穌 尋找耶穌 臥虎藏龍 臥虎藏龍 臥虎藏龍 

證道…  李培立  李培立  范大陵  范大陵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344  讚美 344  讚美 413  讚美 413  讚美 413 

祝禱…  李培立  李培立  范大陵  范大陵  范大陵 

司琴…  施慧慈  凌旺楨  呂美賢  施心玫  林貝蓁 

招待…  王子美  連素玲  白宏文  馮家祺  李春燕 

  姜美蓉  劉珊如  陳志宏  石美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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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龍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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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林全人成長中心 地址：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33 巷 47 號 1 樓  TEL：2771-7334  FAX：2778-3793 

新安全人成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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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來到馬槽前 

來到馬槽前，見主耶穌，來迎見聖嬰孩，世人的救主，天使同歡唱，全地充滿歌聲， 

祂是新生王，馬槽卑微降生，你若有煩惱，心中幽暗，一生勞苦憂愁，身心極疲倦。 

來靠近耶穌，永生真神兒子。卸下你擔子，在祂愛中安息。 

來到馬槽前，見主耶穌，來見聖嬰孩，世人的救主。奇妙聖誕夜，主前跪拜，牧羊人也前來，
歡欣同敬拜，獻上感恩心，因主賜奇妙恩，來屈膝敬拜主，祂降生為救人。 

去向人傳講耶穌基督是王，去向萬民宣揚祂配得讚賞。 

去領人歸主，為主做世上光，快去傳揚主，主愛與人分享。 

來到馬槽前見主耶穌，哦！來見聖嬰孩，世人的救主，來見聖嬰孩，世人的救主。 

恩愛團契詩班獻詩（第三堂）：祢的真光要來臨 

◎興起發光；祢的真光，萬邦救主已降臨。興起發光；祢的光來到，看哪以馬內利。 

主榮耀今日已來到！揚聲歡呼。來看主大工奇妙。興起發光；祢的光來到，祂是萬物的盼望。 

興起發光；祢的光來到，喜樂喚醒曙光。主榮耀今日已來到！揚聲歡呼，齊歡欣。 

興起，祢的光來到！請聽我傳報佳音：諸天齊來宣揚。高山深谷齊響應，聽全地同傳揚。 

頌主名以馬內利；神與世人同居。諸天述說顯光明。看主晨星升起。(唱◎) 

主榮耀今日已來到！揚聲歡呼。向穹蒼揚聲宣告，興起發光；祢的光來到，祂是萬物的盼望。 

興起發光；祢的光來到，喜樂喚醒曙光。興起興起，祢的光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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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 國高中: 聖誕系列 1 12.9 日 上午 8:00 舊約班：耶利米書 仰望憐憫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空墳墓的秘密 

12.3 一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先知書 

12.5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12.6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見證分享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家人歸主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晚 7:00 社青團契 報佳音練習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空墳墓的秘密 

12.7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詩歌練唱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全家歸主 
   雅音詩班 練詩    

12.8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查經 4    新約班：哥林多前書 復活與神國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十二月查經內容 

徒廿七 1~20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2.2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2.3 一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2.4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幼稚班 光影劇排練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愛：不望回報  路十 30~37 

12/7 五 晚 7:30 新安 32 組 B02、34 組 304  中年級 保羅遇風暴  徒廿七 1~44 

12.8 六 下午 1:30 22 組福音茶會 405、406  高年級 示劍衝突 創卅三 18,卅四 1~8,13~19,24~3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幼稚班 光影劇排練 

     低年級 時常滿足  出十六 1~35 

     中年級 背負我罪的耶穌 太廿七 32~60 

     高年級 示劍衝突 創卅三 18,卅四 1~8,13~19,24~31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聖經故事繪本 



 -3- 

講 壇  

 

 

        基遍人（下） 
 

康來昌 

讀經：約書亞記九章 27節

基遍人要做耶和華的奴僕，他們不

一定有這樣的智慧，但是神讓他們看到

這是有福的。約書亞記九 24~25「他們回

答約書亞說「因為有人實在告訴你的僕

人，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吩咐他的僕人

摩西，把這全地賜給你們，並在你們面

前滅絕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們為你

們的緣故甚怕喪命，就行了這事。現在

我們在你手中，你以怎樣待我們為善為

正，就怎樣做吧！」於是約書亞這樣待

他們，救他們脫離以色列人的手，以色

列人就沒有殺他們。當日約書亞使他們

在耶和華所要選擇的地方，為會眾和耶

和華的壇作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基遍人做了以色列人最羨慕的工作，就

是能夠在耶和華的殿中親近耶和華。我

們也要強調一件事情，尤其在現在，在

教會工作，做宣教士，跟你在總統府工

作，跟你開計程車，跟三百六十行的任

何一行，或者退休，或者家庭主婦，都

一樣可以榮耀上帝，也一樣可以羞辱上

帝，做宣教士或牧師，如果不是從心裏

愛這些對象，因為愛上帝來做，做了很

辛苦，到了審判的時候，耶穌說：我不

認識你。而如果我們服事這世界上的

人，我們想到我們是要見證我們的主，

服事他們像服事主一樣，神是記念的。

每一個行業都可以榮耀上帝，每一個行

業都可以很喜樂，雖然我們完全承認，

每一個服事包括做牧師，因為我們在罪

惡世界，自己都會邪惡，別人也會有的

邪惡。但是基遍人的選擇是聰明的、是

智慧的。對上帝不要對抗，對上帝要順

服、要信靠，一個外邦的民族有這樣的

智慧，我們真是很感動。 

但是基遍人很辛苦，他們做了劈材

挑水的事，在天上賞賜非常大。後來的

信仰怎麼樣，我們不知道；在聖殿裏他

們有沒有好好信靠上帝，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的確比較直接服事上帝，是有

福的。他們碰到不幸的事，作以色列的

順民，主動投降，服事以色列人的上帝。 

但是他們碰到了倒楣的事，撒母耳

記下廿一 1~3：大衛年間有饑荒，一連三

年，大衛就求問耶和華。耶和華說：「這

饑荒是因掃羅和他流人血之家殺死基遍

人。」原來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

是亞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

們起誓，不殺滅他們，掃羅卻為以色列

人和猶大人發熱心，想要殺滅他們。大

衛王召了他們來，問他們說：「我當為

你們怎樣行呢？可用甚麼贖這罪，使你

們為耶和華的產業祝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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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人間很多事真是不公平，我們真是

不懂，這就是我們要有信心的地方。我

們不懂為什麼，我們是有問題，是有懷

疑。基督徒不是不用腦筋的，基督徒更

是用腦筋的，但是我們用腦筋、用推理、

用邏輯都是把上帝的話放在第一位。我

們不反理性，我們高舉理性，只是我們

更高舉對上帝的信靠。 

大衛年間有飢荒三年，大衛問耶和

華。耶和華說：這是因為掃羅殺錯了人。

大衛真是非常可取，他第一個要問的應

該是：耶和華祢有沒有搞錯，掃羅殺錯

人跟我有什麼關係？那應該是掃羅年

間，三年有飢荒，為什麼是我們承受這

個結果？掃羅不該殺的也殺了，也是糊

塗人，但是不管怎麼樣，他殺了人，這

一點我都很少去想的。 

基遍人好可憐，主動投降，做以色

列的奴隸，做了好幾代沒有抱怨，就跟

猶太人遭遇的差不多，只是更可憐。猶

太人是被其他民族逼迫，被納粹殺；基

遍人是被猶太人逼迫，被猶太人的王

殺。基遍人自動做奴隸，他們被屠殺，

我不知道殺了多少人，他們沒有地方求

救，他們已經是以色列人的奴隸了。顯

然看起來，他們就跟竇娥一樣，就咒詛

了：上帝啊，我們冤枉，祢來個飢荒吧。

就三年飢荒，大衛知道他們受冤枉。大

衛頭腦很清楚：我們沒有得罪上帝，但

是我們得罪了基遍人，獻祭給耶和華固

然是對的，更需要讓基遍人消氣。大衛

問基遍人：我要怎麼辦？基遍人就說：

不必賠錢了。大衛聽到心裏就發毛了，

錢能解決的的事都是小事，當人不要你

賠錢時，就是要你賠命。 

基遍人說：要滅絕我們全族的人，

不讓我們住在以色列境內的人，把他的

七個子孫交給我們，我們把他們吊死就

可以了。大衛就同意了。這七個子孫很

倒楣；大衛也很倒楣；基遍人很倒楣。

人間有很多倒楣的事，當我們倒楣沒辦

法的時候，我們就咒詛。基遍咒詛就有

飢荒，大衛開始解決咒詛的問題。他聽

到問題是掃羅殺人，他沒有繼續咒詛上

帝，也沒有咒詛掃羅。我們可以求問，

但是我們要順服上帝。大衛知道一定要

交出這七個子孫，我承認這七個人也是

冤枉，也是委曲。相信神在天上會有最

合理的處置，反正這七個王室的人就被

吊死。 

這七個人被吊死的時候，其中有兩

個是兄弟，都是掃羅的妃嬪利斯巴所生

的。她在那裏做了一件事，不可思議。

愛雅的女兒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

棚，從動手收割的時候直到天降雨在屍

身上的時候，這段時間很長，天天都去。

屍首放在外面，白天或晚上會有秃鷹或

野獸會來吃，這個媽媽沒有辦法保護她

的兒子，這是政治。大衛王說，把妳的

家人交出來。她非交不可，交了就看到

他們被吊死。但是她起碼想保護他們的

屍首，白天擋秃鷹，晚上擋野獸。不是

母愛怎麼可能？天天如此。 

有人把這事告訴大衛。大衛也醒過

來了，這七個人死了，但至少給他們厚

葬。於是大衛就把掃羅的子孫和掃羅和

約拿單收在一起，把他們埋在一個地

方，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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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講 壇  講 壇  

在 14 節說了一句話，此後，神垂聽

國民所求。我看到這裏一再想到竇娥，

基遍人有怨，被殺了好可憐，可是利斯

巴怎麼沒有怨呢？她的兒子枉死了，我

這麼辛苦的要保護他們的屍體，顯然咒

詛停在利斯巴的身上。她沒有繼續抱怨

下去，她只是保護屍體，她不繼續抱怨。 

願神的福音安慰你，有怨，求神幫

我們伸冤；但是實在沒有伸冤，我們交

在主手裏。我們不要咒詛，不要苦毒，

我們生命因為信靠耶穌，我們生命是完

全向耶穌投降，就如同耶穌完全順服天

父，即使天父把祂交在人的手裏，被羞

辱、被釘死。願祢的旨意成全，是困難

的。願上帝的愛感動我們，讓我們做這

人不可能做到的事，卻是基督徒天天要

做的事。（十一月 4日第四堂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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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指教我遵行祢的旨意， 

因祢是我的神。祢的靈本為善； 

求祢引我到平坦之地。 

詩篇 143篇 10節 

 

 

本堂上主日(11/25)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27,828元 

按月奉獻(63筆) 477,000元 

建堂奉獻(7筆) 25,000元 

感恩奉獻(34筆) 79,000元 

其它奉獻(5筆) 36,500元 

差傳奉獻(17筆) 48,700元 

代轉贈與(3筆)  

 

 本週禱告事項 
□ 聖誕節各團契、小組傳福音，福音茶會，親

友多多參加，短講有力，同工有美好見證，

滿有神的同在。 

□ 愛家公投三法順利通過，政府能落實這三

法，立法院按大法官釋憲，為同志婚姻另立

專法，不修改民法。 

□ 願我們相信神的話，天天經歷，每天都是新

的。每早晨，這都是新的；祢的誠實極其廣

大！ 

□ 為兒主教師團隊籌備 12 月聖誕聚會，各團隊

籌劃有主的引導，靠主得力：小學部有三週

日的聖誕節教案，包含 12/23 的闖關活動、

禮物驚喜，求主賜老師們智慧撰寫教案、預

備材料；幼稚班聖誕節演光影劇，求主使孩

子們有願意的心，回家預備和練習；家長們

願意協助，老師們有智慧引導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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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利未記 

12／3一  利未記十九章 19~22 不可混雜 

一、v20a 要遵守什麼？牲畜不可怎樣交配？我不違背神設立自然的定律嗎？ 

答：要遵守耶和華法律的各樣條例、施行細則。神所造的各從其類，同類的牲畜交

配。不可與異類的牲畜交配，生出奇怪的東西。 

二、v20b 不可怎樣種地和做衣服？我相信神的智慧超過人的想法，順從神嗎？ 

答：撒種的時候，不可用攙雜兩樣的種子，免得兩樣植物混在一起，不知如何澆灌、

收割。不可用兩樣攙雜的料做衣服，若攙雜就做不出衣服。當時沒有化學纖維

等人工材料。麻布是涼爽的布料，羊毛是暖和的材料，混在一起，做不出衣服。 

註：外邦宗教祭司用植物和動物縫在衣服作法術。 

三、v20~22 怎樣處理訂婚婢女的淫行？我求主賜智慧，處理特殊的情況嗎？ 

答：婢女訂了婚，但還沒有被贖、得釋放。若有男人與她行淫，二人要受罰，但不

要治死他們；因為婢女還沒有得到自由，不能自己作決定。那男人要獻上公綿

羊的贖愆祭，使他的罪得赦免。 

 

12／4二  利未記十九章 23~26 迦南的果子 

一、v23 到迦南地，怎樣處理樹木的果子？我按神的心意處理所得到的嗎？ 

答：到了迦南地，已栽種各樣果樹，前三年所結的果子不能吃，好像未受割禮的，

不潔淨。三年之久都不可吃。迦南人的罪惡已經污穢大地，土地變成貧脊。 

註：樹木的果子不可吃，但成熟的麥穗和長大的蔬菜可以吃。 

二、v24~25 第四年當如何？第五年呢？我為所得到的，先感恩奉獻嗎？ 

答：第四年所結的果子要全部分別為聖，奉獻給耶和華，讚美祂。第五年可以吃樹

上的果子。若這樣作，樹必結出更多果子。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工作第一個月的

收入要完全奉獻。 

三、v26 不可作什麼？我遠離打坐、參禪，不給邪靈機會嗎？ 

答：不可吃帶血的食物，像異教在祭拜中所行的；不可用法術，也不可觀兆，與邪

靈打交道。外邦人吃帶血的物如同野獸，以為自己更有能力，後面的思想是殘

暴，如同野獸。 

 

12／5三  利未記十九章 27~31 禁止異教惡行 

一、v27~28 不可怎樣對待身體？我獻上自己，用身體榮耀神嗎？ 

答：頭的周圍不可剃；異教者將頭髮獻給他們的神明。鬍鬚周圍不可損壞，是神給

人的裝飾。不可效法外邦人，為死人用刀劃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紋、符咒之

類的文字，要異教神明保護。耶和華賜人身體，要我們用這身體遵行祂的旨意，

榮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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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註：敘利亞將頭髮獻給亞斯他錄．塔模斯(Astarte-Tammuz) 

二、v29 不可怎樣對待兒女？我教導並祈求子女生活聖潔、善良，順從神嗎？ 

答：不可侮辱自己的女兒，讓她們淪為寺廟娼妓。免得這地的人專向淫亂，地就充

滿大惡。神造人，要人有神的聖潔、善良、智慧、公義…，代表神管理神所造

的大地。身體的淫亂是大罪，拜偶像是屬靈的大罪。 

註：迦南人把女兒獻給偶像亞斯他錄，作為寺廟的娼妓。 

三、v30~31 應當如何？不可作什麼事？我敬畏神，遠離靈媒嗎？ 

答：謹守耶和華的安息日，崇敬耶和華的聖所。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

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他們玷污了。邪靈不但污穢人，並要進一步控制人。 

 

12／6四  利未記十九章 32~37 義的生活 

一、v32 應當尊敬和敬畏誰？我尊敬老人嗎？敬畏神嗎？ 

答：要尊敬老人，在白髮的人面前，站起來。他們通過人生各樣考驗，應當尊敬。

要敬畏耶和華，祂是萬有的主，一切生命、道德、真理都是從祂而來。 

二、v33~34 怎樣對待同居的外國人？我善待外勞、外配、外國人嗎？ 

答：同居的外國人，不可因他人生地不熟，欺負他。要愛他如己；因為以色列人曾

在埃及作寄居的，被人苦待、踩在腳下。不可效法埃及人。 

三、v35~37 審判和作生意當如何？我堅持公義、公平，不貪圖私利嗎？ 

答：神是公義的，審判官代表神，審判不可不義。作生意必須用公道的天平、法碼、

升斗和秤，不可貪圖利益，在這些度量衡上動手腳。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曾

把他們從埃及人的欺壓中帶出來。 

 

12／7五  利未記二十章 1~8 禁止拜摩洛、通靈 

一、v1~3 獻兒女給摩洛者必須如何？為什麼？我憎惡異教殘忍的儀式嗎？ 

答：不論以色列人或寄居在其中的外國人，若把自己的兒孫獻給偶像摩洛，把兒孫

活活燒死，玷污了耶和華的聖所，褻瀆耶和華獨一真神的聖名。本地百姓一定

要用石頭打死那人。耶和華也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 

二、v4~6 不處死拜摩洛者將如何？交鬼的呢？我除去或容忍邪靈？ 

答：耶和華要向那人和他的家族變臉，把他和所有跟隨他與摩洛行邪淫的人，都從

他們的族人中剪除。人轉向交鬼的和行巫術的，隨他們行邪淫，耶和華要向那

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 

三、v7~8 百姓當如何？我潔淨自己，除去一切符咒、通靈的書籍和管道嗎？ 

答：百姓要自潔，不可拜摩洛、與邪靈打交道，要與迦南人分別出來，敬拜獨一的

真神；因為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再也沒有其他的神。百姓要謹守遵行耶和華

律法的條例；耶和華要叫百姓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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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六  利未記二十章 9~13 禁止迦南惡行 

一、v9 咒罵父母的，要受什麼處罰？我為父母禱告，孝敬父母嗎？ 

答：父母生育、養育兒女，付出極多的心血；兒女應該孝敬父母。凡咒罵父母的，

必被處死，他的罪要歸到自己身上。若父母有錯誤，應該為他們禱告。 

二、v10~12 行淫者受什麼處罰？我禱告不受撒但迷惑，遠離淫亂嗎？ 

答：與鄰舍之妻行淫的，姦夫淫婦都必治死。與繼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親，

總要把他們二人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與兒婦同房的，總要把他們二人治

死；他們行了逆倫的事，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三、v13 如何處理同性性行為？我憐憫同性戀者，求神救他們脫離嗎？ 

答：男人若與男人有性行為，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

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神按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婚姻必須一男一女。 

 

12／9日  利未記二十章 14~17 禁止迦南淫行 

一、v14 娶妻後，又娶岳母者，將如何？我禱告順從神，恨惡一切淫亂嗎？ 

答：人娶妻，又娶岳母，便是大惡，要把這三人用火焚燒，將大惡除掉。 

二、v15~16 與獸性交者如何？我按神心意管理動物，恨惡淫亂嗎？ 

答：男人若與獸性交，必被處死，也要殺死那獸。女人若靠近獸，與獸性交，要把

那女人和獸殺死；流血的罪要歸在他們身上。神按祂的形像造人，要人管理祂

所造的牲畜、走獸。與獸行淫者接受撒但謊話，內心充滿淫亂思想。 

三、v17 娶自己的姊妹者，將如何？我祈求有合神心意的婚姻嗎？ 

答：若娶自己的姊妹，無論異母同父或異父同母，彼此見了下體，是可恥的事；他

們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姊妹的下體，必擔當自己的罪孽。 

註：亞當和夏娃的兒女都是與自己的兄弟姊妹結婚，因當時人的基因很好，沒有問

題。亞伯拉罕和撒拉是同父異母也是可以的，但摩西距亞伯拉罕已五、六百多

年，人口從兩人增到約二百萬人，不可同日而語，人的基因也大不同前。 

 

講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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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泰安堂事奉】 

為 9/9 日下午在泰安堂舉行洗禮感恩，有 12 位弟兄姊妹接受洗禮，洗禮後有迎

新感安見證會及聖餐。為每一位受洗者的靈命都能藉著教會生活在主裡持續成長，

活出見證主的生活。泰安堂執事會於 11/11 日下午開會討論 2019 年教會事工計畫及

預算，求主繼續帶領泰安堂，在暖武里府作光作鹽，讓更多泰國人因此認識耶穌。 

【接待福音隊】 

10/8~20 日接待從內地來的 17 位訪宣隊，帶他們到泰東北、泰中及泰北事奉，

這是我第一次要帶這麼龐大的福音隊，從策劃、安排到整個訪宣結束，都看到神美

好的作為，他們也在各地傳福音、報喜訊，留下佳美的腳蹤。 

【參與各項會議】 

10/22~26 到清邁參加第 35 屆泰國基督教總會大會，會中選出下一屆（2019~2022

年）執行委員，並陳國輝弟兄連任當選主席，求主繼續帶領泰國基督教總會。 

11/1~3 日參加 G12 門徒栽培大會，有泰國各地區弟兄姊妹將近 500 人參加，藉

著來自西班牙、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等地陣容堅強的講員分享，有很豐富的收穫，

也甚願參與大會的每一位肢體，回到各自教會後都能發揮所學，教會信徒皆成為門

徒，使基督福音能遍傳泰國。泰國基督教總會每兩年都會為其屬下之宣教士辦退修

會，今年 11/27~30 日在清邁舉辦，為每一位宣教士都能在退修會中得到身心靈的休

息，繼續為泰國宣教事工盡心力。12/7~8 日我將前往清邁，代表泰安堂參加基督教

總會第一區區年大會，此次將選出下一屆區委員，請為此代禱。 

【聖誕節各項活動】 

泰安堂：12/12~13 日聖誕報佳音、12/15 日聖誕佈道會、12/25 日在工業區廣場

舉辦聯合千人聖誕佈道會。挽鈴泰安堂：12/7 日聖誕報佳音、12/9 日聖誕佈道會、

12/23 日社區聖誕佈道活動。泰北清康縣邦康村：12 月 28~31 日聖誕佈道會。 

【代禱事項】 

1、為每一位受洗者，靈命都能藉著教會生活在主裡持續成長，活出見證主的生活。 

2、為內地訪宣隊感恩，為他們所到訪之處撒下的福音種子皆能發芽成長。 

3、為參與 G12 門徒栽培大會大會的每一位肢體禱告，回到各自教會後都能發揮所

學，教會信徒皆成為門徒，使基督福音能遍傳泰國。 

4、為泰安堂順利規劃出 2019 年教會事工計畫及預算感恩，求主繼續帶領泰安堂，

在暖武里府作光作鹽，讓更多泰國人因此認識耶穌。 

5、為泰國基督教總會年會順利進行感恩，也為 12 月將參加的第一區區年大會禱告，

將選出下一屆區委員，求主帶領看顧。 

6、為一連串聖誕節活動的籌備、進行禱告，並求主親自感動人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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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道書三 11上) 

聖誕主日佈道 

祈盼 

時間：12/23（主日兩場）南京堂 

13:00~14:00、19:00~20:0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講員：莊舒華姊妹 

聖誕夜佈道會 

千年追星，世紀逐夢 
時間：12/24（週一）19:30~20:3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講員：賴建國 弟兄 

歡迎邀請未信親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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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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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明天 12/3 上午 10:00 在

新安 301 室舉行，請姊妹們參加。 

宣教訊息： 

桃園草漯聖誕晚會陪談同工徵召：12/8 本週

六 15: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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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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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大專靈修營 

書卷：創世記 

時間：2019 年 1/21~25 

地點：南投謝緯營地 

報名請洽莊舒華傳道 

 

寒假國高靈修營 

書卷：創世記 

時間：2019 年 1/18~21 

地點：國中—埔里水頭山莊 

高中—埔里謝緯營地 

報名請洽龍浩雲傳道 

2018年各團契聖誕節特別聚會預告 

日期時間 節目內容 

12/8(六) 

15:20~20:00 

伉儷團契聖誕福音茶會 

（新安大堂、B01） 

12/15(六) 

14:00~17:00 

路得團契年終感恩茶會 

（新安 B01） 

12/20(四) 

19:00~21:00 

社青團契聖誕福音茶會 

（新安 B01、B02） 

12/20(四) 

14:00~17:00 

姊妹會聖誕福音茶會 

（新安大堂、B01） 

12/21(五) 

19:30~21:00 

佳美團契聖誕福音茶會 

（新安 301） 

12/22(六) 

18:00~21:00 

大專團契聖誕聚會 

（新安 B01） 

12/23(日) 

10:00~12:00 

國高團契聖誕聚會 

(新安大堂) 

12/23(日) 

9:30~12:00 

兒童聖誕特別聚會  

第二三堂  南京堂二樓 

肢體消息： 

安息：林灼仙姊妹 11/25 安息主懷，12/6 本

週四上午 10:00 桃園殯儀館懷德廳舉行追思

禮拜，願神安慰家屬的心。欲參加者請至南

京堂，8:30 準時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