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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1953 年 6 月 14 日獻堂 

 

2019 年 1 月 13 日  第 2344 期 

 

●今日敬拜●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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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讚美 10  讚美 16  讚美 16  讚美 17 
禱告…  龍浩雲  周慶浩  邱創朝  吳玉芳  唐賢中 

獻詩…        我要向山舉目 
啟應…  詩 22 篇  詩 22 篇  詩 20 篇  詩 20 篇  詩 148 篇 

頌讚…  讚美 25  讚美 25  讚美 454  讚美 454  讚美 33 

讀經…  書廿四 1~24 書廿四 1~24 詩 2 篇  詩 2 篇  出廿 8~11 

講題…  必定事奉耶和華 必定事奉耶和華 信者無懼 信者無懼 記念神的創造 

證道…  唐立權  唐立權  莊舒華  莊舒華  杜榮華 

頌讚…  讚美 350  讚美 350  讚美 296  讚美 296  讚美 374 

祝禱…  唐立權  唐立權  莊舒華  莊舒華  杜榮華 

司琴…  唐賢一  凌旺楨  張文慧  徐四平  謝玫琪 

招待…  雷元暉  林惠珍  周美汝  留三佳  林石蕾 

  王秀瑢  林春梅  蔡雅歌  姜郁玲  林瑞玉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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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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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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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我要向山舉目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也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祂在你身邊庇護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進你出，祂都保護你， 

你進你出，祂都保護你， 

你進你出，祂都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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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靈修營預備 2 1.20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神榮耀形像(二) 

   青少年聚會 高中: 靈修營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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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生活 如何禱告 1.14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16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細嚼慢嚥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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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抵擋魔鬼 
1.18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查經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哥林多後書 受苦與安慰 
1.19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靈修營預備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月份查經內容 

徒廿七 21~44 
徒廿八 1~16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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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晚餐 耶穌為門徒洗腳 路廿二 7~23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和平  加五 22~26 

1.14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常懷感恩  林後㇐ 3~11 
1.15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高年級 約瑟被賣 創卅七 12~14、18~36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18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幼稚班 喇合的信心 書二、六 22~25 

   32 組 B02  34 組 304  36 組林口  低年級 上帝引導我們 出十三 17~22、四十 36~38 
1.19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中年級 嫉妒帶來破碎 創卅七 3~36 

  下午 2:30 17 組 203  高年級 約瑟被賣 創卅七 12~14、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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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為失敗之母（上） 

 

康來昌 

讀經：約書亞記七章 5 節

我們知道失敗為成功之母，也不是

說我們不能成功，只是我們從以色列人

的失敗學習教訓。哥林多前書十 12「自

以為站的穩的，需要警慎，免得跌倒。」

在任何一個時候，我們都不能夠自恃，

自己以為靠自己。我們全然需要依靠上

帝，不是一種假謙卑，是實際看到：我

們依靠上帝，不要得罪上帝。 
約書亞記七 1 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

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中，謝拉的曾

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兒子亞干取了

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

發作。 
這是指以色列人的第一場戰爭，就

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神給以色列人

一個命令，所有的東西都要燒掉，不可

以留下來。亞干留了一部份給自己。為

什麼所有的東西都要燒掉？因為神要以

色列人學會一個功課，我們不是來這裏

打家劫舍的強盜，我們不是來搶東西，

我們是要來得到上帝給我們應許的地

方，讓我們在這裏好好敬拜上帝。 
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今天講的這段

經文很難講，似乎跟我們現在基督徒的

觀念非常衝突。上帝似乎非常殘忍，要

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以後，把迦南地一切

的人都消滅，包括嬰孩。如果沒有消滅，

留下來是會有禍患的。這我們很難接

受，因為今天我們不是這樣殺殺砍砍。 
事實上，這是很多無神論者攻擊基

督教常用的一個辦法。這也是在教會裡

面，包括我們自己，對聖經的問題，對

上帝帶領的疑惑。為什麼神要以色列人

把迦南人，連小孩通通都殺掉，都消滅

一個都不留？ 
我們認為在這個世上的遭遇就是一

切，這是世人的看法。所以，我們希望

在這個世界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一旦發現這個世上善沒有善報，惡沒有

惡報。我們的反應是，這個不公平。 
現在台灣在講的，全世界都在講正

義的問題。不管轉型不轉型，就是要公

平，要對。每個人應當得到當得的，不

管是成績、薪水。你要得到你當得的，

你做了當做的，沒有得到當得；或者你

做了你不當做的，你沒有得到當有的處

罰，這個都是不公平、不正義。我們在

人生中，我們的信仰常常動搖的地方，

也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發現，好沒有好

報，惡沒有惡報，如果沒有報，不是不

報，是時候未到。連其他宗教都有這樣

的答案。 



 -4-

講 壇 
在這個世上報應不管是處罰或是獎

賞，不是很完全的。聖經上這樣講，我

們現在也繼續這樣講，不是完全的。我

相信你聽到這個的反應會說：是！這世

界是不公平。對我不太公平，上帝常常

磨練我，給我十字架。我應該有更多的

薪水；應該有更長的壽命；或應該長得

更漂亮一點等等。 
我們通常會覺得這世界很不公平，

不公道的，尤其是我們基督徒為主受

苦。不過沒有關係，將來在天上就有報

答。我們這樣想也不錯。不過如果照世

界上狀況來講，我想在這個禮拜堂聚會

的人，我們的知識、生活水準，在全世

界的人裏面，應該算前百分之廿，也就

是我們實在相當的幸福。我們配不配得

到這些？其實我們會說我們不配；因為

我們是罪人。我們有一個信念，基督徒

有，非基督徒也有：這個世界沒有完全

的報應。我們更是強烈強調沒有完全的

報應。我們覺得老師打分數還算公平；

一般職業給的薪水還算公平，也許沒有

那麼好，但是可以接受。我的家庭生活：

我配不配有這麼好的老婆或老公？或者

我配不配有這麼壞的老公或老婆？也許

我們會覺得老公不配我，老婆不配我，

我付出的比較多。不過如果我們夠公

平，我覺得我不配有這麼好的老婆。 
以前靈性沒有那麼好的時候，常覺

得我付出的比老婆還多，我受的冤枉比

較多。這些都需要聖靈光照，讓我們知

道：這個世界在今生沒有完全的報應。

我們相信在最後的審判以及永遠的賞罰

中間，上帝會非常公平處置。所以基督

徒要非常相信這件事，就是今生不是一

切，今生的祝福、倒楣、不幸不是一切。

當我們看到一個好人死了，或是小孩子

被殺。我說：這很不好，因為這小孩這

麼早就死了。可是聖經什麼時候跟我們

講，人死了就沒有？聖經沒有這樣講。

聖經說：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

後且有審判。迦南地的這些小孩，照常

情常理來講，如果沒有被殺掉，恐怕他

們長大都是土匪型的人物。 
我們可以同意一件事：聖經上講

的，有些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太廿六 24。

我希望表達的是，今生沒有完全的報

應。我們相信神對這些迦南的小孩，是

一個公平且慈愛的作為。神把他們從這

個世上拿走，一方面警戒以色列人不要

得罪上帝，另外一方面，他們離開了非

常惡劣的環境，讓他們長大是更不好的。 
亞干違反了上帝的命令，拿了不當

拿的東西，耶和華就生氣了，怒氣表現

在以色列人的第二場戰爭，跟艾城打仗

失敗了。當然也有他們的輕敵。 
約書亞記七 3～12 他們回到約書亞

那裏，對他說「眾民不必都上去，只要

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累

眾民都去，因為那裏的人少。」於是民

中約有三千人上那裏去，竟在艾城人面

前逃跑了。艾城的人擊殺了他們三十六

人，從城門前追趕他們，直到示巴琳，

在下坡殺敗他們；眾民的心就消化如

水。約書亞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

長老把灰撒在頭上，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約書亞說「哀哉！

主耶和華啊，你為甚麼竟領這百姓過約

旦河，將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使

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在約旦河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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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

背逃跑，我還有甚麼可說的呢？迦南人

和這地一切的居民聽見了就必圍困我

們，將我們的名從地上除滅。那時你為

你的大名要怎樣行呢？」耶和華吩咐約

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樣俯伏在地

呢？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

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

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

裏。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

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

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

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耶和華是忌邪的神。以色列人和我

們能夠勝利是神與我們同在；我們能夠

平安，因為神與我們同在；我們能夠勝

過這世界，因為神與我們同在。當我們

生活污穢骯髒的時候，神就不與我們同

在。神是很愛乾淨的，聖經上真的有說，

以色列的營寨要乾淨，因為耶和華住在

這裡。耶和華沒有真地住在那裡？耶和

華約櫃在那裡，象徵性的在那邊，所以

以色列人要乾淨。最起碼外表要乾淨，

所以以色列人很講究聖潔，包括真的乾

淨。當然更重要的是內心的乾淨，就是

順服信靠上帝。 
迦南人被消滅，因為耶和華寛容他

們四百年。耶和華沒有太兇，這個世界

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政府會允許

一群人殺人放火，子孫也殺人放火，一

直殺人放火到四百年。當迦南人始終這

樣，四百年滿了，就是耶和華跟亞伯拉

罕應許的日子滿了，神的寛容就停止，

（創十五 13~16）。（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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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柬埔寨】徐葳葳及其夫婿史偉家 
…凡祈求的，就得著…路加福音十一10 

上個月「柬訊」寄出後到如今，煙毒神秘客如常出沒，我們的睡眠質量卻逆勢

操作大幅提升；「耶穌傳」只在一村放映二十分鐘就鳥獸散，我們卻每天在不同村

子跟不同村民，好好講講耶穌傳奇給他們聽。只能說：禱告力量大！是基督為元首

的這個身體，挺住了我們。一個身體裡的每個器官、所有細胞、全部神經元，誠然

命運共同體的甘苦與共、禍福同擔；因此之故，我們托了元首的福，得了身體的好

處。從來不認得耶穌的高涅人，竟然聽到救人的福音！這筆業績，算在您的帳上。 
【耶穌他家不種稻啊？】 

進村子邀村民一起看「耶穌傳」，給耶穌過生日，有人納悶問道：耶穌他家不

種稻啊？實在不解耶穌慶生會跟種稻有甚麼關係，願聞其詳。有人強忍著不笑話你、

有人根本懶得理你、有人沒好氣嗆你：稻子熟了還等人嗎？每年這時候，哪家不是

忙得不可開交，耶穌偏挑這當口出生報到，至少他媽媽就沒法下田幹活，平白少個

人手，根本找碴嘛！一聽說耶穌媽媽嫁給木匠，弟弟妹妹接二連三，也有人於心不

忍：不種稻子哪來飯吃！看樣子耶穌也窮苦人家出身，日子肯定不好過。稻田鄉顧

名思義，是個家家戶戶種稻耕田的鄉。十二月是收割的旺季，稻田鄉男女老少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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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陀螺一樣，稻穀稻稈稻田，割稻糶穀曬穀、裝穀運穀藏穀…，不分你家我家他家，

哪家人手不足，理所當然出人出力；等到全村，甚至所有認得的親戚朋友，都完事

了，才好大搖大擺地東張西望，閒坐晃蕩。想想看，所有人手忙腳亂暈頭轉向，你

一個人兩眼發直看光碟，好意思嘛！沒事，再一會兒就差不多了。現在抽空聊耶穌，

過段時間好整以暇看耶穌。為人民服務搞群眾運動，團結就是力量。 
【有什麼不能原諒的呢？】 

邢家夫妻青梅竹馬，邢大繼承父業金匠達人，自營金工廠，邢太是銀樓老闆娘，

二十年相敬如賓富甲一方。熟人力邀合資當金礦礦主，保證躺著賺。兩口子變賣所

有家當，轉移陣地淘金去。押對寶！住豪宅、日進斗金。不料，地方官拿公文上門，

白紙黑字寫著這礦穴政府賣給了強國人，所有高棉人都得走人。情勢不由人，只能

另起礦穴。這回千金散盡，血本無歸，再次變賣身家，清償欠債、遣散工人。年近

半百的邢太赫然懷了頭胎，偏偏一貧如洗，沒臉回老家，就近上高涅，迥異於前的

新生活。市場邊搭個棚子，露天而居，邢太頭一回打水洗衣、升火燒飯，邢大第一

次打零工找活幹，也開始夜不歸營。直到有女人上門，跟邢太要她的男人，晴天霹

靂的邢太心一橫，不再等門。接下來十幾年的夜以繼日錙銖必較，邢太赤手空拳，

給自己和女兒掙了一個遮風擋雨的家兼賣雜貨，曾經錦衣玉食的優渥，也嘗過一文

不明的窘迫，邢太對眼前沒有債務有餘糧的小康，再滿意不過。 
2018年四月三十日，闊別多年的邢大回家。左鄰右舍恍然大悟：原來邢太不是

寡婦，是棄婦。五味雜陳的邢太，哀怨他不聞不問，也念及夫妻情分，不知情的耶

穌，剛好這時候上門，舉棋不定的邢太每天讀耶穌書、女兒天天聽耶穌故事，邢太

對「罪」十分有感，非常上心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開場白「父啊，赦免他們」。邢太

問自己：有甚麼不能原諒的呢？老夫老妻於是重新來過。 
幾次三番要讀聖經就頭痛欲裂，邢太的解讀是：公媽在抗議！放下聖經，每早

晨上香祖宗牌位，之後供奉臨門化緣的和尚，就平安無事，邢太屢試不爽。猶豫不

決的邢太小心翼翼：再看看吧。 
【代禱與感恩】 

1、感謝神，福音的門在高涅持續敞開，天天有高涅人初聞耶穌。請為每天有高棉人

一起查考聖經，尋求真道，福音遍傳高涅，神的教會被建立禱告。 
2、為一月起，可以成立幾個慕道小組，主日崇拜有高棉人固定加入敬拜獨一真神禱

告。也求神開通道路，讓我們有其他途徑，更廣泛接觸高涅縣不同群體的高棉人。 
3、為邢先生能夠好好聽聽耶穌的福音，邢太太能夠開始讀聖經，邢家一家人離棄偶

像，歸向真神禱告。 
4、為稻田鄉九個村的村民，透過觀看「耶穌傳」和聽講耶穌，神開通一些人的心，

渴慕學習聖經，要明白這道。 
5、感謝神的恩惠堅固我們，神的能力保守我們。感謝主，保守我們的父母家人都平

安健康。感謝主讓我們的睡眠質量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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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民數記 

背景簡介： 

出埃及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三月初一到達西乃山。在那裡，神頒布了十誡和律

法；建造了會幕和其中的聖器具；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立起了會幕。 

利未記：會幕建立後，第二年的一月，神曉諭摩西，所有獻祭的禮儀、節期和聖潔

的律法，並且按立了亞倫和他兒子作祭司。 

民數記簡介：第二年二月初一，開始數點、組織、安營，使之成為行伍整齊的軍隊。

二月二十日起行，向迦南地邁進。本書兩次數點百姓，故稱民數記。全書視為，神

的百姓組織成耶和華的軍隊，在曠野經歷內戰、外戰的過程，可能更合適。全書重

要事件和時間、地點，分段如下： 

經文 時間 地點 任務 重要事件 

一 1 

～十 10 

第 2 年 

2/1～2/20 

西乃山麓 整編成為耶和華 

的軍隊 

數點、安營、 

律例教訓 

十 11 ～

十二 16 

第 2 年 

2/20～3/1 

西乃山～加低斯 前行，預備進入迦南 起程、閒雜人貪慾、

毀謗摩西 

十三 

～十九 

第 2 年 3 月 

～39 年底 

加低斯～加低斯 新舊交替在曠野漂流 探子報惡信、可拉逆

黨、紅母牛之祭 

廿～卅六 第 40 年 1/1 進入摩押平原 新的一代進入摩押地 米利巴水、火蛇、巴

蘭事件、勝亞摩利王

西宏、噩 

 

1／14 一  民數記一章 1~3  吩咐數點 

一、v1a 耶和華什麼時候曉諭摩西？我順從神，一步步往前行嗎？ 

答：出埃及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華曉諭摩西。從正月初一立起帳幕到二月初

一，一個月中耶和華吩咐利未記中所有的真理和儀式，這些使百姓有真理有信

心，知如何聖潔生活，被裝備能夠成為耶和華的軍隊。 

二、v1b 耶和華在哪裡曉諭摩西？我知道各樣環境，神都有美意嗎？ 

答：耶和華在西乃的曠野，會幕中曉諭摩西。摩西在曠野不是無所是事，而是聽從

耶和華的吩咐，要將散漫的百姓，組織起來成為耶和華的軍隊。 

三、v2~3 怎樣數點？數點哪些人？我求主賜智慧，信靠順從神嗎？ 

答：按以色列全會眾的家室（父家），宗族、人名的數目計算。如此血緣組織成的

軍隊彼此最熟悉，最有默契，是最好的組織。從二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的。

神所要的是能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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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15 二  民數記一章 4~1  完成數點 

一、v4~16 幫助數點的族長，怎樣產生？在重大事上，我求神指示嗎？ 

答：幫忙數點各支派有一族長，都是耶和華指派的；不是選舉，不是摩西指派的。

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得到支派百姓的信任，完成數點。 

二、v17~18 各人要述說什麼？我清楚重生得救，屬於神嗎？ 

答：各人要述說自己的家譜。這樣就清楚他的祖先是誰，是哪一家族，哪一宗族，

哪一支派，以後能整編安營。 

三、v19 摩西怎樣完成數點任務？我倚靠順從神，完成工作嗎？ 

答：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他就怎樣在西乃的曠野數點百姓，完成任務。沒有爭吵，

沒有混亂，也沒有爭名奪利。 

 

1／16 三  民數記一章 20~46  各支派人數 

一、v20~43 人數最多的是哪一支派？我主動工作，有好榜樣嗎？ 

答：猶大支派七萬四千六百名，人數最多。在埃及購買糧食，西緬、便雅憫落難時，

猶大主動承擔責任，得到父親雅各的祝福，創 49:8~12。 

二、v32~35 以法蓮和瑪拿西各多少人？我相信神的預言必定實現嗎？ 

答：以法蓮四萬零五百名，瑪拿西三萬二千二百名。照雅各的預言，以法蓮高過瑪

拿西。 

三、v44~46 被數共多少人？我相信神所作的，超過人的想像嗎？ 

答：經過摩西、亞倫和各派族長數點二十歲以上能打仗的，共六十萬零二千五百五

十名。亞伯蘭 75 歲出哈蘭，到雅各下埃及，有 215 年，男丁不過 70 人。在埃

及經過 430 年，增加那麼多，這是神極大的恩典。 

 

1／17 四  民數記一章 47~54 利未的任務 

一、v47~50 為什麼沒有數點利未人？我相信神對人有不同美好安排嗎？ 

答：利未人要看管法櫃的帳幕和其中的器具，並屬乎帳幕的；他們要抬帳幕和其中

的器具，並要辦理帳幕的事，在帳幕的四圍安營。 

二、v51 帳幕往前行和支搭時，利未人有什麼責任？我熟悉工作或事奉嗎？ 

答：帳幕將往前行的時候，利未人要拆卸；將駐紮的時候，利未人要支搭帳幕。近

前來的外人必被處死。利未人要熟練拆卸和支搭，不拖延時間。 

三、v52~54 以色列人和利未人如何安營？我按神的安排，盡自己責任嗎？ 

答：以色列人要按照各自的隊伍安營，各歸本營，各歸本旗。但利未人要在法櫃帳

幕的四圍安營，免得憤怒臨到以色列會眾；利未人要負責看守法櫃的帳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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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五  民數記二章 1~16 安營一 
一、v1~2 全以色列人要怎樣安營？我祈求教會所有的事奉都以神為中心嗎？ 
答：以色列人各人要在自己的旗幟下，按照自己父家的旗號安營，對着會幕的四圍

安營。會幕是中心，所有的營都圍繞會幕。 
二、v3~9 第一隊怎樣安營？有哪三支派？ 
答：在東邊，向日出的方向，猶大營按照他們的隊伍，在他的旗幟下安營。有猶大、

以薩迦、西布倫三支派。在埃及購買糧食，西緬、便雅憫落難時，猶大主動承

擔責任，也影響後代猶大、以薩迦、西布倫都是利亞所生，血緣的連結，使他

們更團結同心。利亞一生並不得志，卻生六個兒子。 
三、v10~16 第二隊怎樣安營？有哪三支派？我接受神給的位子，沒有不平嗎？ 
答：南邊是流便營，有流便、西緬、迦得三支派。流便、西緬是利亞所生的長子和

次子，卻不是第一隊，他們都接受神所安排的位子。  
 
1／19 六  民數記二章 17~34 安營二 
一、v17 會幕和利未營如何？我強出頭，或順從神的安排事奉？ 
答：會幕與利未營在諸營中間往前行。利未人怎樣安營，就怎樣往前行，各按本位，

各歸本旗。會幕與利未營是全以色列軍隊的中心，卻沒有強出頭，要在眾人面

前，顯出自己的地位。 
二、v18~24 第三隊怎樣安營？有哪三支派？我使用神給的資源，不出錯嗎？ 
答：西邊是以法蓮營，有以法蓮、瑪拿西和便雅憫支派。西邊是日落的方向，很容

易判斷，不出錯。 
三、v25~34 第四隊怎樣安營？有哪三支派？我接受自己出生，為主爭戰嗎？ 
答：北邊是但營，有但、亞設和拿弗他利三支派。這三支派都是使女悉帕和辟拉的

後代，相同的處境，使三支派能同心。他們接受自己出生，沒有輕看自己，仍

是耶和華的軍隊。 
 
1／20 日  民數記三章 1~4 受膏的祭司 
一、v1~3 亞倫四個兒子都有什麼身分？我事奉順從聖靈嗎？ 
答：亞倫兒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摩西授聖職使他們擔任祭司的職分。祭司

受膏，在聖靈的帶領下事奉，不靠自己，也不為自己。 
二、v4a 拿答、亞比戶事奉時如何？我事奉沒有分別為聖嗎？ 
答：拿答、亞比戶在西乃的曠野向耶和華獻上凡火的時候，死在耶和華面前。他們

應該用祭壇上的火，獻上神聖的火事奉，而不是自我中心，認為獻上普通的火，

也沒關係。他們對耶和華的藐視、輕慢，受到該有的刑罰。耶和華滿有威嚴和

榮耀，愈靠近事奉神，必須愈敬畏神，按神吩咐行。 
三、v4b 以利亞撒、以他瑪怎樣事奉？我接受監督，順從神事奉嗎？ 
答：以利亞撒和以他瑪在父親亞倫面前，接受父親的監督，擔任祭司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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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傳

揚祂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

民中述說祂的奇事。（歷代志上十六章 23~24

節） 

綜合消息： 
主日晚間擘餅：主日 17:00~18:00 在南京堂

302 以詩歌、默想、禱告，記念主受難。 

公告：為配合會計師財簽暨相關年度會計結

帳之作業，請各部組同工於 108 年 1/15 前儘

快申報 107 年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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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早年行動行前說明：今天 12:10〜13:00 在

404 室，請參與探訪者屆時集合。若有名單

提供，請於 12:10 前交到 404 室。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2/14（週四）19:30 南京堂，

由陳攸華姊妹主講：刺與恩典，歡迎邀請未

信主親友參加。 

信徒聚會： 
基督精兵小組：今天 13:00~14:30 在 302 室，

題目：勝過撒但，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聚會：今天 14:00 南京堂 205 室，

主題：伉儷團契回顧及展望；守道、允真夫

婦分享見證及異象，歡迎夫妻參加。 

課程訓練： 

成人主日學 1〜3 月課程： 
◎主日上午 8:00〜9:00 
舊約班─以西結書：403 室 
◎主日上午 9:30〜10:30  
信仰講座 A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A─教會生活：403 室 
靈命進深班─向下扎根：404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404 室 
新約班─歌林多後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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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1/6)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57,430 元 

按月奉獻(126 筆) 798,312 元 

建堂奉獻(9 筆) 42,500 元 

感恩奉獻(38 筆) 127,600 元 

其它奉獻(1 筆) 1,000 元 

差傳奉獻(30 筆) 68,800 元 

代轉贈與(4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政府秉公行義，緩和兩岸關係，不製造族群

對立，智慧提振經濟，治安良好，社會和諧。 

□ 聖誕節福音茶會、佈道會有好跟進。信仰

A.B 班本季各有十多人參加，新舊老師有負

擔、恩賜和能力，傳揚福音，真理進入慕道

友心裡；小組長智慧、愛心關懷；慕道友學

習禱告經歷神。 

□ 新的一年立下志願，在至聖真道上造就自

己。世界社會凶暴、淫亂增多，知主必快來，

警醒禱告，凡所作的都為主而作，事奉主，

聖潔迎接主再來。 

□ 求主引領長傳執，同心合一，為今年度兒童

敬拜、牧養、銜接、第四堂和師培來努力；

求主引領、賜下資源，並且預備團隊和適合

之委身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