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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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第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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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讚美 20  讚美 20  讚美 20  讚美 26 
禱告…  鄒柏林  吳千姬  嚴  正  郭勇挺  王紫珩 

獻詩…  詩篇一百篇    十架有地方 
啟應…  詩 34 篇  詩 34 篇  詩 34 篇  詩 34 篇  詩 145 篇 

頌讚…  讚美 259  讚美 259  讚美 259  讚美 259  讚美 341 

讀經…  羅八 18~30 羅八 18~30 羅八 18~30 羅八 18~30 太十三 47~52 

講題…  受苦世界中的永恆盼望 受苦世界中的永恆盼望 一網打盡 
證道…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255  讚美 255  讚美 255  讚美 255  讚美 409 

祝禱…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范大陵 

司琴…  葉逸寧  王心芝  許中玫  林奇恩  陳麗如 

招待…  雷元暉  田醒民  鄒育庭  徐啟仁  王麗華 

  羅家叡  陳定源  李玲慧  游美雲  李春燕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王寓文  王寓文  程世光  程世光  黃光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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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詩篇㇐百篇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上帝，我們是祂所造，我們屬於祂，我們是他的民，也是祂草場上的羊。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應當來感謝祂；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應當稱頌祂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因為我們屬於祂。 

姊妹會詩班獻詩（第三堂）：讚美 121 首：十架有地方 

耶穌捨命十字架上，成為我避難所可躲藏， 

又賜給我這豐富恩典，深過最深的泉，濶過大海洋。 

千萬人已認主為友，他們已離棄一切罪尤， 

救主恩門仍然是大開，歡迎罪人悔改，不要再等待。 

我救主的膀臂堅強，我救主的愛高深寬長， 

無論得失，無論陰或晴，加略山的寶血，能將罪洗淨。 

（副歌）十架有地方為你，雖萬人已來，仍有位給你，在十架有地方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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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國高靈修營 1.27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蒙召受裝備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國高靈修營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天下第㇐書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認識洗禮 1.21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23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禱告的內容 1.24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我的生命歷程    

  下午 2:00 姊妹會 感恩見證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天下第㇐書 
  晚 7:00 社青團契 健康管理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生事奉主 
        

1.26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營會心得分享    新約班：哥林多後書 守信與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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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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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西馬尼的秘密 耶穌的受難 太廿六 36~46 
1.22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忍耐  加五 22~26 

  晚 7:30 石⾧豐  中年級 信行合㇐  雅二 14~26 
1.25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陶孟華  高年級 創世記總複習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29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26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幼稚班 踏出信心的步伐+耶利哥城倒下來 書三~四、 六 1~21 

  下午 1:30 12 組 206  低年級 使用我們的上帝  士六 11~24 
  下午 2:30 30 組 207  中年級 上帝與我同在 創卅九 1~四十 23 
  下午 3:00 程玲玲    高年級 創世記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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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康來昌 

讀經：約書亞記七章 5 節

神有慈愛，神忍耐我們，不只迦南

地的人，全世界的人，神都在忍耐。我

們每個人都可以馬上死，因為吃的日子

必定死。只要一點小罪，都是得罪上帝，

但神忍耐寛容。這世界沒有比上帝更寛

容的，忍耐人做惡行惡，包括特別惡的

迦南人，忍耐了四百年。四百年迦南人

沒有在神的忍耐寛容中悔改，反而繼續

罪上加罪，成了當滅之物。 

在以色列的觀念裡，當滅之物的罪

惡是會傳染。你不把當滅之物消滅掉，

放在你身上，放在你心裡，你也就變成

當滅之物。這個原則其實是真的，當我

們把邪情私慾放在心裡時，當然是惹神

生氣，幸好有耶穌的寶血及聖靈的光

照，我才會悔改，但是仍然希望過聖潔

的生活。 

聖經這樣講，當滅的物好像高度傳

染性的東西。如果有人得到這個東西

後，不把它消滅燒掉，把它存下來，他

自己也會成為當滅之物。以色列人中間

有人留了迦南地的金銀，那是當滅之

物，那個以色列人成為當滅之物，他害

了以色列人，36 個人死亡。 

你們要打勝戰，你們要順利，把那

個當滅之物找出來。用在我們今天身上

就是：求主讓我們生活聖潔，生活中不

聖潔的、喜歡看色情電影、喜歡嫉妒、

驕傲的、發脾氣的，或是大罪或小罪，

我們把它留在心裡，那都是危險的。那

比細菌留在我們手上更危險，我們要把

它消滅掉。我們怎麼把它消滅呢？ 

要叫以色列人印象深刻，我覺得有

些殘忍。其實神都知道是誰，神只要叫

約書亞去找出是誰就好，一分鐘就解決

了，可是抽籤可能要半天以上，約書亞

記七 14~15「到了早晨，你們要按著支派

近前來；耶和華所取的支派，要按著宗

族近前來；耶和華所取的宗族，要按著

家室近前來；耶和華所取的家室，要按

著人丁，一個一個地近前來。被取的人

有當滅的物在他那裏，他和他所有的必

被火焚燒；因他違背了耶和華的約，又

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我說

很殘忍就是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先抽，抽

中了猶大支派；猶大支派有好多個宗

族，又抽中了一個宗族；宗族裡面有好



 -4-

講 壇 

多個家室，又抽中了一個家室；最後抽

到的是亞干家，就把亞干叫來。約書亞

說：你拿了什麼東西？ 

約書亞記七 20~26，亞干回答約書亞

說「我實在得罪了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約書亞就打

發人跑到亞干的帳棚裡。那件衣服果然

藏在他帳棚內，銀子在底下。」他們就

從帳棚裡取出來，拿到約書亞和以色列

眾人那裡，放在耶和華面前。約書亞和

以色列眾人把謝拉的曾孫亞干和那銀

子、那件衣服、那條金子，並亞干的兒

女、牛、驢、羊、帳棚，以及他所有的，

都帶到亞割谷去。約書亞說「你為甚麼

連累我們呢？今日耶和華必叫你受連

累。」於是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

將石頭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 

眾人在亞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頭，直存

到今日。於是耶和華轉意，不發他的烈

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亞割谷，直到今日。 

這很殘酷。現在有些國家有這種，

父親因為女兒信了基督教，就用石頭把

她打死的事。其實舊約就有，我們不要

看舊約聖經，看了就不想信耶穌了。我

剛已經解釋了，神要我們知道一件事

情：神是聖潔的。任何的事情，神讓我

們任意妄為，我們就會繼續作惡，祂提

醒我們，祂饒恕我們，祂轉眼不看我們

的罪惡，祂不處罰我們，但是祂不會一

直這樣，祂會處罰。你可能對自己受罰

就接受了，但是為什麼要連累我的家

族？這叫我們很難接受。這是我今天要

繼續講的部份。我們今天在這世上得到

的公平、不公平。我們說好漢做事好漢

當，這樣聽起來最好，可是神好像沒有

這樣做。 

以西結書十八章，那時候以色列屢

被侵犯，國事很糟、很弱，很多人已經

被擄，以色列人就講了一句流行的俗

語。以西結書十八 2「父親吃了酸葡萄，

兒子的牙酸倒了。」就是惡沒有惡報，

善沒有善報。我們這一代並沒有比我們

父親或祖父更壞。可是從更早的祖先開

始，他們就犯罪得罪神，神忍怒不發，

積到我們身上，祂發怒了，我們被擄，

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沒有被擄，他們做

的惡，我們來償。他們吃了酸葡萄，牙

齒不酸，我們的牙齒酸了。這怎麼可以？

父母做惡，父債子還。耶和華說，以後

不會有這種俗語了。以後好漢做事好漢

當，誰行的好，誰就蒙福。耶和華就舉

例子，在以西結書十八章，一個父親這

是第一代，他行義，神就給他祝福；他

的兒子壞蛋，他行惡，耶和華就取他的

性命；他父親做的好，不能抵消他做的

惡，這是父子兩代了。第三代孫子生出

來了，孫子看到第二代行惡受禍，受到

警愓，他就活的比較正直，耶和華就祝

福他。耶和華說，以後不再有父債子還

的事，誰做錯誰受罰，誰做對誰就得賞，

每個人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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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講 壇 講 壇 

大家聽過祖先的咒詛。有人說我們

要斷掉祖先的咒詛，我們不要被祖先的

錯誤影響。常常要根據聖經，也就是以

西結書十八章 2 節。我們很實際地看，

到底聖經上講，父母親或祖先輩的好或

壞，對我們生活有什麼影響？我覺得在

這個世上，父母或祖先輩做的錯誤，在

我們身上有影響。這是上帝的鐵則。母

親在懷孕時吸毒，小孩生下來可能會畸

形；我們活在一條被污染河的旁邊，喝

了那些水，也許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

眼睛容易瞎或什麼病。好的、壞的、精

神的、物質的，前面的人做的事會影響

到後人。這公不公平很難說。但是上帝

造的世界是這樣。簡單的說，我們的長

輩或先輩因為做了什麼事，以致於我們

受到影響，不管是生理遺傳或環境，這

是沒辦法避免的。如果我們的前輩很注

重健康養生，身體很好，環境也很好，

留給我們子孫一個很好的地方，我們生

下沒有那麼多過敏的孩子。這也是影

響，我父母有很好的榜樣，家風很好，

對我有一些好的影響。這也是好的，好

的、壞的都會影響，公不公平很難說。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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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日本】林婷宣教士 

感謝耶穌為我們降生，所以，我們慶祝聖誕節有了真實的意義。 

【日本的聖誕節】 

在日本傳福音沒有危險，卻很艱難，常常一開口講到耶穌，就被擺臉色、被拒

絕。所以，大部分的日本基督徒有「傳福音恐懼症」。但是，每年慶祝聖誕節的熱

鬧氣氛卻不亞於歐美基督教國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商店通常在 11 月底，

有些店家甚至在 11 月中旬就開始佈置店面，將裡裡外外佈置成充滿聖誕的氣氛。你

只要一走進商店、超市、百貨公司，耳朵所聽到的音樂大都是慶祝耶穌降生的聖誕

歌曲。許多城市街道每年競相佈置聖誕燈飾，有的地方甚至動用好幾百萬顆的 LED

燈泡裝飾，為的就是希望在寒冷的冬天可以擁有些許的聖誕溫馨。 

311 災後，我們在臨時房屋的集會所辦各種活動，被明明地告知：「不可傳宗教。」

我們也小心翼翼地分享基督的愛、平安與盼望，深怕觸碰到他們所認為的宗教敏感

問題。但是，在聖誕節期間，是我們可以大膽地傳講耶穌的時候。 

今年鹽釜教會除了有 200 人以上的大型的聖誕慶祝會之外，6 個家教會的據點也

各有聖誕崇拜、聖誕茶會。所邀請的對象，是我們平常關心的非基督徒朋友。所傳

講的信息，是強調耶穌是聖誕節的真正主角，是從上帝來的最好禮物。雖然我們無

法在講道之後公開呼召，但是，聖誕的信息已在他們的心中。忙碌的聖誕活動已經

告一段落了，懇請為我們的跟進工作禱告。 



 -6-

差傳代禱 

【在日本的洗禮】 

我們基督徒都相信，救恩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心裡相信耶穌就可以稱義，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10）。洗禮，是恩典的媒介，不是得救的絕對條件。

在日本我們帶領人決志信主之後，都會努力地鼓勵他受洗。原因是日本人雖然口裡

承認信耶穌，如果沒有受洗，他常常無法確定自己是個基督徒與否，而周圍的人也

不認為這個人是基督徒。所以，「受洗」對日本基督徒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且必要

的儀式，為了信心的堅固，也為了見證的緣故。但是，領日本人信主不容易，信了

耶穌的日本人要受洗，更是不容易，常常要經歷一段漫長的時間。等 3、5 年之後才

受洗是常有的事，有的甚至要等上 10 年以上。 

去年 4 月受洗的高藤夫婦，信主後遲遲無法受洗，是因為文化傳統的束縛，在 7

年之後才受洗，而 91 歲的官野阿嬤是因怕兒子反對，經過了 10 年以上，直到今年

11 月才受洗。這些能受洗的日本人，都是因有人不放棄的禱告，與在旁鍥而不捨跟

進的人。 

【感恩與代禱】 

1、10 月中旬我陪同 5 位日本牧者到台灣，透過救助協會的安排參訪食物銀行的事

工，了解台灣教會透過社會福利如何從事福音工作。也參加了大直內湖聯禱會，

明白台灣教會的復興與禱告、合一的關係。感謝主，5 位年輕的日本牧者深受感

動並收穫良多。請為他們禱告，求神賜福他們在日本的牧會工作，幫助他們能傳

福音也能透過社會福利事工對社區有所貢獻。 

2、感謝主，12 月 9 日在山形藏王教會開始第一次的華語崇拜，當天殘留孤兒的第二

代穆虹美姊妹受洗歸入主名下。 

3、12 月初台灣李姊妹與張姊妹一起來關心在山形的華人事工。因著她們的來訪，堅

固了在山形的弟兄姊妹們跟隨主的信心，也帶領了 2 位慕道友決志信耶穌。 

4、請為我們所帶領已決志者禱告，求主幫助他們早日受洗歸入主名下，能為主作見

證。石卷地區—佐佐木阿嬤、高藤美喜、高藤代子。七浜地區—單野夫婦、大森

阿嬤。港南地區—愛澤潔子、高橋夫婦、湯木阿嬤。山形—章弟兄、涂姊妹。 

5、請為港南家教會禱告，求主教導我們建立同工群，能有團隊事奉，一起同心服事，

興旺福音。 

6、請為 2019 年來日本的福音隊禱告。求神親自感動並呼召人來關心日本人的靈魂

需要，也為我們在此的接待與策劃禱告。 

7、請為我年紀老邁失智的母親禱告。求主與她同在，幫助她在記憶漸漸衰退中，不

忘記上帝的恩典。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 2:14）願神得著

榮耀，願蒙祂喜悅的人都得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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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題目―民數記 

1／21 一  民數記三章 5~13 利未人要事奉 

一、v5~8 利未支派要怎樣服事？我存敬虔的心，站在神面前事奉嗎？ 

答：利未支派要進前來站在亞倫面前，好像僕人站在主人面前服事。他們要在會幕

前，辦理會幕的事，又要看守會幕的器具，替以色列人辨理帳幕的事。 

二、v10 亞倫和他兒子當如何？我知神有威嚴榮耀，謹慎遵守神的吩咐嗎？ 

答：亞倫和他兒子要謹慎遵守神的吩咐，盡自己祭司的職任。耶和華滿有威嚴榮耀，

不容外人靠近，近前來的外人必被治死。 

三、v11~13 為何利未人要歸耶和華？我樂意事奉尊貴榮耀的神嗎？ 

答：耶和華揀選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頭生的人，歸耶和華。耶和華擊殺埃及一

切頭生的人和牲畜時，以色列人因門楣和門框上羔羊的血，長子和頭生的牲畜

未被擊殺。按行為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樣都是罪人，都應被殺死。但神拯救，

以色列一切長子和牲畜沒死。神拯救人，要人事奉祂，路 1：74~75。利未人代

替以色列一切長子事奉耶和華，歸於耶和華。 

 

1／22 二  民數記三章 14~26 數點利未人 

一、v14~16 要數點利未支派的哪些人？我願幫助人事奉，即使是孩童嗎？ 

答：數點一個月以上的男子，都歸耶和華。其他支派數點的是二十歲以上能打仗的，

但利未男子滿月就要數點。利未人事奉耶和華，滿月的男子就可以事奉，撒母

耳斷奶後就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撒上 2：3。  

二、v17~24 革順被數點有多少？在哪裡安營？我接受神給的地位處境嗎？ 

答：革順二族被數的有七千五百名，要在西邊，帳幕後面安營。 

三、v25~26 革順子孫擔負什麼責任？我接受神的帶領，忠心事奉神嗎？ 

答：革順的子孫在會幕中要看守的是帳幕、罩棚、罩棚的蓋、會幕的門簾、院子的

帷子和門簾，並一切使用的繩子。革順是長子，所負責的不是至聖所的約櫃等，

他們沒有爭執，甘心接受耶和華的吩咐事奉。 

 

1／23 三  民數記三章 27~32 哥轄宗族 

一、v27~29 哥轄宗族有哪幾家族？安營在哪裡？我順從神，事情更順利嗎？ 

答：哥轄宗族有暗蘭族、以斯哈族、希伯倫族、烏薛族。一個月以上所有男子的數

目共有八千六百名，負責看守聖所。在帳幕的南邊安營。因為南邊安營，起營

時，就能順利按次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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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30~32 誰作首領？負責什麼？我求主賜力量，完成神的託負嗎？ 

答：哥轄宗族的領袖是烏薛的兒子以利撒反。他們所要看守的是約櫃、桌子、燈臺、

兩座壇與聖所內使用的器皿，並簾子和一切使用之物。這些都是會幕中最重要

的部分，必須謹慎看守。 

三、v32 誰作利未人的領袖？負責什麼？我謙卑接受長輩的勸告、指正嗎？ 

答：亞倫祭司的兒子以利亞撒是利未人眾首領的領袖，監督那些負責看守聖所的人。

所有哥轄宗族看守的人都要接受他的監督、指正。 

 

1／24 四  民數記三章 33~39 米拉利宗族 

一、v33~35 米拉利有哪幾個家族？安營在哪裡？我接受神的帶領，忠心事奉嗎？ 

答：米拉利宗族有抹利族、母示族。他們被數的，一個月以上所有男子的數目共有

六千二百名。在帳幕的北邊安營。 

二、v36~37 誰作首領？負責什麼？我甘心作基礎不顯眼的工作嗎？ 

答：米拉利宗族的領袖是亞比亥的兒子蘇列。米拉利子孫的職分是看守帳幕的豎板、

橫木、柱子、帶卯的座和一切器具。這些不顯眼，卻是穩固帳幕的基礎。 

三、v38~39 誰安營在帳幕東邊？負責什麼？我按神的吩咐盡責事奉嗎？ 

答：在帳幕前、東邊，向日出的方向，安營的是摩西、亞倫和亞倫的兒子。耶和華

滿有威嚴和榮耀，他們負責看守聖所，不容許人靠近，免得被擊殺。靠前來的

外人必被處死。 

 

1／25 五  民數記三章 40~51 贖銀 

一、v40~43 摩西再怎樣數點？我事奉順從神，沒有怨言和不高興？ 

答：摩西遵照耶和華所吩咐的，數點以色列所有一個月以上頭生的男子，登記他們

的名字。按人名的數目，共有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三名。這是第三次數點。第一

次數點各支派二十歲以上能打仗的，第二次數點利未支派一個月以上的男丁。

摩西完全順從神，沒有怨言和不高興。 

二、v44~48 耶和華再吩咐什麼？我感謝主耶穌，付出生命，贖我脫離罪惡嗎？ 

答：以色列頭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二百七十三個，要按人丁，照聖所的秤，每人收

取贖銀五舍客勒。把多餘之人的贖銀交給亞倫和他的兒子。  

三、v49~51 摩西怎樣行？我在金錢上按神的吩咐行，清廉光明嗎？ 

答：摩西從那被利未人所贖以外多出來的人取了贖銀。按聖所的秤，有一千三百六

十五舍客勒。把贖銀交給亞倫和他的兒子，正如耶和華所吩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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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六  民數記四章 1~7 預備約櫃、陳設餅桌 

一、v1~4 哥轄族要怎樣事奉？我在事奉上不斷學習嗎？ 

答：哥轄子孫從三十歲直到五十歲，所有前來任職、在會幕裡辦事的，都要登記。

起營時，哥轄子孫要搬運會幕的至聖之物。三十歲比能出去打仗的二十歲，多

十年。服事需要更多的學習，要老練不出錯。 

二、v5~6 起營時，怎樣預備約櫃？我敬畏神，按神的吩咐事奉嗎？ 

答：起營時，亞倫和他兒子要進去摘下聖所和至聖所中間遮掩約櫃的幔子，用幔子

蒙蓋約櫃，又用海狗皮蓋在上頭，再蒙上純藍色的毯子，把槓穿上。約櫃由祭

司扛抬，也只有祭司可以扛抬。 

三、v7~8 起營時，怎樣預備陳設餅桌？我求神天天賜下祂的話，使我飽足嗎？ 

答：用藍色毯子鋪在陳設餅的桌子上，將盤子、調羹、奠酒的爵，和杯擺在上頭。

桌子上必有常設的餅。在其上又要蒙朱紅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槓穿上。

這樣預備好，哥轄的子孫要來抬。雖然起營，仍有陳設餅。人每天都需要生命

的糧。 

 

1／27 日  民數記四章 9~14 預備金燈台、香壇、祭壇 

一、v9~10 起營時，怎樣預備燈臺？我求主賜恩典，該用的東西不遺漏嗎？ 

答：要拿藍色毯子，把燈臺和燈臺上所用的燈盞、剪子、蠟花盤，並一切盛油的器

皿，全都遮蓋。又要把燈臺和燈臺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裡，放在抬架上，預

備好，哥轄的子孫要來抬。物品很多，要收拾完全不遺漏。 

二、v11~12 起營時，怎樣預備香壇？該分開的，我就按神心意分開處理嗎？ 

答：在金香壇上鋪藍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槓穿上。這樣預備好，哥轄的子孫要

來抬。又要把聖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藍色毯子裡，用海狗皮蒙上，放在抬架上。

這樣預備好，哥轄的子孫要來抬。香壇和器具要分開處理。 

三、v13~14 起營時，怎樣預備祭壇？我按神心意，除去應該除去的嗎？ 

答：要收去壇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鋪在壇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

肉鍤子、鏟子、盤子，一切屬壇的器具都擺在壇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槓穿上。

這樣預備好，哥轄的子孫要來抬。先除去壇上的灰，再進行下一步。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

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二章 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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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

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們成就。（約翰福音十五章 7 節） 

新春感恩禮拜 

時間：2/5（週二）上午 10:00~11:00 
地點：南京堂 三樓大堂 

歡迎弟兄姊妹 
同來敬拜、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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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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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教會為幫助本堂青少年學生完成國內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學業，辦理免息資助學

費，有此需要者，請向江貞賢姊妹索取表格

申請。（1/27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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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本週六 13:30 新安 B01 室，

主題：二壘安打的殘局—看基甸的一生，歡

迎單親家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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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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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代禱： 

安息：王純純姊妹（周淑惠、周令惠姊妹的

母親）1/8 安息主懷，1/21 明天 11:30 在第二

殯儀館真愛三室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

屬們的心。。

 
本堂上主日(1/13)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3,973 元 

按月奉獻(83 筆) 554,150 元 

建堂奉獻(4 筆) 16,200 元 

感恩奉獻(37 筆) 106,050 元 

其它奉獻(5 筆) 25,500 元 

差傳奉獻(21 筆) 74,000 元 

代轉贈與(10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非洲豬瘟、勐臘病毒傳染疾病被有效控制，

不擴散。 

□ 社會大眾辨別各樣資訊。在轉傳、口傳以前

分辨清楚，不上當，不誤傳。 

□ 願我們順從聖靈，規劃安排有意義美好的春

節假期，返鄉或出外旅遊，避開交通顛峰，

順利平安，與親人美好相聚。有祭祖困擾

者，多禱告，順從聖靈智慧解決。有機會作

見證，傳福音給未信家人親友。 

□ 2019 年度兒少據點方案，求主掌權帶領審查

過程及執行，讓關心弱勢兒少，能在此方案

下得到幫助，也得到經費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