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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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0 日  第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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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讚美 15  讚美 15  讚美 15  讚美 20 
禱告…  秦羽翔  許世妹  連柏捷  吳玉芳  詹啟聖 

獻詩…        天上的福    
啟應…  詩 126 篇 詩 126 篇 詩 126 篇 詩 126 篇 詩 146 篇 

頌讚…  讚美 397  讚美 397  讚美 397  讚美 397  讚美 402 

讀經…  詩 127 篇 詩 127 篇 詩 127 篇 詩 127 篇 路十 25~37 

講題…  領受卓越人生 領受卓越人生 領受卓越人生 領受卓越人生 去，照樣行吧！ 
證道…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嚴  正 

頌讚…  倚靠耶和華 倚靠耶和華 倚靠耶和華 倚靠耶和華 讚美 401 

祝禱…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陳興蘭  嚴  正 

司琴…  余允中  羅家懿  張文慧  徐四平  劉立薰 

招待…  王若軒  楊玲美  陳家恩  徐啟仁  林石蕾 

  丘麗安  簡練青女 陳家渥  游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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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舒華  莊舒華  汪川生  汪川生  唐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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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天上的福 

我把天上的福帶給你，我把生命的主傳給你， 

我把永生的道傳給你，我把耶穌的愛帶給你。 

我把最美的歌唱給你，希望你好好的珍惜， 

希望你快信靠上帝，得著主是最大的福氣； 

得著主是無比的歡喜；得著主是生命的必須，得著主是永生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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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小組時間 2.17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守望者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小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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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生活 主日與聚會 2.11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2.13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神不垂聽的禱告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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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誰 
  晚 7:00 社青團契 國際基甸會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傳揚福音 
2.15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查經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哥林多後書 基督的香氣 
2.16 六 下午 6:30 青年團契 新年新希望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二月份查經內容 

徒廿八 17~31 
詩篇第㇐篇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2.10 日 中午 12:30 33 組 405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下午 1:30 35 組新安 305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幼稚班 總複習 

2.11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信實  加五 22~26 
2.12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愛裡沒有懼怕  約壹四 18~21 

  晚 7:30 石⾧豐  高年級 約拿書總複習 
2.15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32 組 B02  34 組 304  36 組林口  幼稚班 上帝的庇護城+見證上帝的壇 民卅五
6~35、申十九 1~13、 書廿、來九 11~15 2.16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下午 2:30 17 組 203  30 組 207  低年級 上帝美好的計畫  士七 9~21 
  下午 3:00 石美姬  程玲玲  24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上帝優先  出廿 3~7 
     高年級 約拿書總複習 
    下午 1:00 混齡合班 聖經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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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末世愛心的挑戰（中） 

 

程世光 

讀經：啟示錄二章 1～7 節

婚姻瓦解 

希伯來書十三 4「婚姻，人人都當尊

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審判。」不信主的不會接受這句

話，信主的要遵守也不是很多吧！婚姻

人人都當尊重。尊重自己的婚姻，不讓

第三者介入；尊重別人的婚姻，不介入

別人的婚姻，不作第三者。尊重，床也

不可污穢，性是上帝所賜的，只有在婚

姻裡面才可以。神是聖潔的，所以我們

也要聖潔；我們的對象只有配偶，沒有

其他人。可是現在面對外遇，人會說沒

有關係，很多外遇，到處都是外遇，外

遇好像沒有什麼特別。苟合指婚前的性

關係，這也是得罪神的。以前，必須有

貞潔；沒有貞潔，非常羞恥，但是大家

就說沒關係，沒關係，只要你喜歡就可

以。現在一些政府學者就使用「性伴

侶」，而不說「配偶」。我們看到觀念

有很大的改變：你跟誰都可以的，沒有

結婚也可以，不是你配偶也可以，單一

性伴侶。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價值觀在墮

落、崩壞。我們的政府現在告訴國中學

生，在哪裡可以買到平價的保險套。不

是教導婚姻要尊重，不可以有婚前性行

為，反而是教導哪裡可以買到平價的保

險套，這樣可以比較安全一點，又不會

生病，這樣就可以了。政府預備為為國

中女生施打子宮頸疫苗。子宮頸的問題

通常是發生在婚姻不忠誠中間，如果性

行為只有在婚姻裡面，幾乎不會發生

的。這樣施打的意思是，國中女生你也

可以去做，只要不生病就好，不然生病

之後要花更多健保的錢。整個觀念都在

改變、在墮落。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但是尊重婚姻

的人卻是愈來愈少。如果你說一定要堅

持聖經說的貞潔，就會有人說你落伍

了、你太古板了，不合時代的潮流。所

以整個價值觀都在毀壞，我們看到婚姻

破裂。婚姻破裂，當事者都有很多很多

的痛苦，覺得被拋棄。而這個家庭破裂

後，孩子就沒有得到足夠的安全感和自

信心。教會的惠林全人成長中心，作一

些青少年工作，幫助邊緣家庭、邊緣青

少年，他們沒有正常家庭、沒有信心，

沒有好的習慣，沒有正確的觀念，他們

習慣：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這事工很

挑戰，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難。聖經說，

信主的人應該培養敬虔的後代，但是沒

有溫暖的家庭，怎麼有辦法培養敬虔的

後代？當然，婚姻破裂有時不是自己的

錯；單親家庭還是可以靠主的恩典，培

養出敬虔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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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主的責備 

末世來到，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

愛心就漸漸冷淡下來。主耶穌曾經責備

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請注意這邊是責備

他，不是罵他。「罵」是出於情緒，可

能不是根據事實，「責備」是出於事實、

是出於愛心，要把他挽回過來。主耶穌

責備教會的使者，他應該要回頭，過一

個有愛心的生活。 
這個使者好不好呢？啟示錄二 2~3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

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

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

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

不乏倦。」使者非常好，有好行為，好

見證，這是難得的。主耶穌無所不知，

責備老底嘉教會的使者，他的行為不

好，不冷不熱，沒有什麼功能。使者勞

碌很辛苦的工作，得到肯定。教會傳道

人勞碌是應該的；因為教會有很多很多

的需要。傳道人應該勞苦，如果沒有勞

苦，是奇怪的，因為教會有太多的需要。

使者勞碌，沒有埋怨，因為他忍耐。事

奉主需要忍耐；忍耐人不同的個性，忍

耐被人誤會；忍耐等候神的時間來到，

很多聖工不會立竿見影，還是要努力去

做。所以有好行為、勞碌、忍耐，都是

難得的。 
使者不能容忍惡人，不容忍惡人需

要有道德的勇氣。惡人能夠行惡，因為

他有本事、有權勢。你不容忍他，他會

打擊你，而你要能夠承受的住。 
試驗自稱使徒卻不是使徒，看出他

們是假的。對於假使徒我們要去試驗，

求主幫主我們，我們的信仰不要落入到

錯誤的裡面。 
最近這幾個月讀聖經發現，聖經沒

有強調「教會增長」。真的嗎？雖然我

在神學院曾讀過「教會增長」的課，我

也希望教會增長。但新約裡面有「教會

增長」，卻沒有強調。如果要追求教會

增長，可能會走錯了路。啟示錄中的七

個教會，神要求什麼呢？啟示錄二 7「聖

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

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

的果子賜給他吃。」神所要的是「得勝

的」。七個教會神要的是「得勝者」。

增長多少，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每一

個教會都要「得勝」。七個教會，有人

解釋成歷史上七個時代，比較好的解釋

是每一個時代都有這七種教會。這七種

教會神都要得勝者。如果追求教會增

長，一個計畫大家多多奉獻、大家都聽

我的，結果有可能這個教會領袖越來越

有權威，成為獨裁，他說的就算。但是

聖經不是這樣。使徒行傳按立教會的長

老時，都是多數，沒有單數。 
這使者曾為主的名勞苦。主的名就

是主。使者不是為自己，是為了主勞苦；

完全為了主，不是為自己。服事有這樣

很純正的動機，也不多。他為主勞苦，

並不乏倦。 
愛心的挑戰 

這樣好的使者，主責備，離棄了起

初的愛心。所以，末世所有的人都有愛

心的挑戰。很好的傳道人、很好的同工、

很好的父母、很好的配偶、很孝順的子

女都可能有愛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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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起初的愛心」是時間而言，就重

要性而言可譯為「第一的愛心」、「最

重要的愛心」，也就是「上好的愛心」。

為什麼失去「上好的愛心」？原來一番

熱情，有滿滿的愛，遭受無情的打擊，

感到無法再愛下去，無法像原來那樣愛

下去。我們周圍有人非常堅持，自以為

是，很難相處。有人有精神困擾或疾病，

憂鬱、躁鬱、精神分裂、迫害妄想症。 
可能不斷付出愛，經年累月卻沒有

效果；感到灰心，無奈，愛不下去。有

的人，你愛他，關心他；他反而攻擊你，

罵你。每付出一次，就被罵一次，內心

被打、受傷一次。受傷很痛苦，沒有人

願意受傷；被多次攻擊，最後就算了，

他就是這樣的人，何必自找苦吃？ 
若配偶外遇，爭吵，被否認、拋棄，

深深受傷，很難不放棄上好的愛心。以

前付出那麼多，最後這樣。有些孩子不

讀書、不工作，只想要錢。父母在掙扎、

煎熬裡面。給錢，他拿到錢就食言，不

工作；錢用完了，再來要錢。不給錢，

他就吵鬧不休。父母煩惱：我愛心的付

出是否錯了？現在只有我關心他，若我

離開世界，誰來照顧他？（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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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祂命令的是聰明人。 

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詩篇 111 篇 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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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協會】看見越南 心繫穆民 深耕泰國 

【看見越南】 

1、請為越南信徒信心堅定，有平安的聚會禱告。在越南各個地方，有很多開放自己

家庭成為福音據點的弟兄姊妹，請為他們禱告。求主賜給他們信心，拯救更多失

喪的靈魂，他們常受逼迫，被人輕看，必須常常禁食禱告來面對困難。 

2、二月下旬到三月初有七位肢體參與越南關懷隊，求主保守往返平安，事奉當地的

福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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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今年將有石牌蘭雅北投魚池四堂、麗山麗景三峽三堂、雙和雙福堂、林

南堂、南京堂等福音隊前往事奉，求主看顧福音隊所撒下的福音種子能按時發芽

成長。 

2、今年將於 7/15-22 舉辦第三屆青年跨宣營，期望有更多高中以上青年能參與，開

闊眼界更認識宣教。 

3、為在泰國不多的基督徒能站立的穩，在排斥基督信仰的社會中，以生命見證主名。 

 

【差傳協會】 

1、為在前線宣教士石榮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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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底止累計結存 449 萬多元，為 2019 年經常費預算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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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財務報告 
上月結存 2,400,271 累計收入 16,984,008 
本月收入 2,765,251 累計支出 12,493,121 
本月支出 674,635 奉獻達成率 117.13% 
本月累計結存 4,490,887 奉獻應達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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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民數記 
2／11 一  民數記七章 18~83  各首領奉獻 
一、v18~83 各支派獻上什麼器皿？我願常常禱告，順從聖靈引導嗎？ 
答：銀盤子和銀碗盛滿了調油的細麵。調油的細麵表示要追求滿有聖靈的生活。金

盂盛滿了香，香代表禱告，表示要向神禱告。 
二、v18~83 各支派獻上哪些祭牲？有什麼意義？我拒絕惡念，為神而活嗎？ 
答：一隻公牛犢，一隻公綿羊，一隻一歲的公羊羔作燔祭，表示為神而活；一隻公

山羊作贖罪祭，承認自己有罪性，不可給罪機會；兩隻公牛，五隻公綿羊，五

隻公山羊，五隻一歲的公羊羔作平安祭，甘心獻給神，表示一切從神而來，甘

心樂意奉獻給神。 
三、v18~83 各支派按什麼次序？我順從聖靈，生活規律或一團亂？ 
答：第二天獻禮物的是以薩迦的領袖，第三天是西布倫的領袖，猶大營結束後，接

著是流便營，以法蓮營和但營。有次序的獻禮物，使眾人知道要規規矩矩按次

序行，不可混亂。 
 
2／12 二  民數記七章 84~89  耶和華說話 
一、v84~86 膏抹壇之後，獻上哪些器皿？我順從神的旨意，合乎神使用嗎？ 
答：用膏抹壇的日子，以色列的眾首領為行獻壇之禮所獻的是：銀盤子十二個，銀

碗十二個，金盂十二個；每盤子重一百三十舍客勒，每碗重七十舍客勒。聖所

的器皿都是相同的材質和重量，合乎使用。 
二、v87~88 膏抹壇之後，獻上哪些祭牲？我樂意按神心意奉獻嗎？ 
答：作燔祭的，共有公牛十二隻，公羊十二隻，一歲的公羊羔十二隻，並同獻的素

祭作贖罪祭的公山羊十二隻；作平安祭的，共有公牛二十四隻，公綿羊六十隻，

公山羊六十隻，一歲的公羊羔六十隻。一切都是神所賜的，應當甘心樂意按神

心意奉獻。 
三、v89 摩西進會幕時如何？我到神面前禱告，求神賜下恩典嗎？ 
答：摩西進入會幕要與耶和華說話的時候，就聽見法櫃的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

有與他說話的聲音，是耶和華與他說話。施恩座賜下恩典。 
 
2／13 三  民數記八章 1~4  金燈臺發光 
一、v1~2 耶和華曉諭什麼？我明白真理，順從聖靈發光嗎？ 
答：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吩咐亞倫，對他說：點燈的時候，七盞燈都要向前發

光，照亮燈臺前面。七是完全的數目，全部燈都向前發光。 
二、v3 亞倫怎樣行？我按照神的吩咐，給人希望嗎？ 
答：亞倫點燈臺上的燈，使燈向前發光，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祭司可以看清

楚聖所的擺設，能按神吩咐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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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4 金燈臺怎樣作的？我求神賜力量，在各樣錘打考驗中有好見證嗎？ 

答：燈臺是用金子錘出來的，連座帶花都是錘出來的。摩西照着耶和華所指示的樣

式造了燈臺。從一塊金子錘出金燈臺，經過很多錘打。 

 

2／14 四  民數記八章 5~14  獻上利未人 

一、v5~7 怎樣潔淨利未人？我省察自己，求主耶穌寶血潔淨，除去不潔嗎？ 

答：用除罪水彈在他們身上，又叫他們用剃頭刀刮全身，洗衣服，潔淨自己。 

二、v8~11 會眾怎樣獻上利未人？事奉前，我再一次獻上自己為神所用嗎？ 

答：帶利未人到會幕前，並召集以色列全會眾。以色列人按手在他們頭上。亞倫把

利未人獻在耶和華面前，作以色列人中的搖祭，使他們辦理耶和華的事務。 

三、v12~14 利未人怎樣獻上自己？我拒絕罪惡、敗壞的肉體，奉獻為神而活嗎？ 

答：利未人要按手在那兩隻牛的頭上。獻上一隻作贖罪祭，承認自己有罪性，另一

隻作燔祭，表示獻上自己，為神而活。利未人站在亞倫和他兒子面前，將自己

當作搖祭奉給耶和華。 

 

2／15 五  民數記八章 15~19  利未人事奉 

一、v15 利未人進會幕前，要作什麼？事奉前我求主潔淨，奉獻為主所用嗎？ 

答：他們要按神的吩咐潔淨自己，並且當作搖祭奉獻給耶和華。 

二、v16~18 為什麼利未人能事奉？我事奉神嗎？我祈求全家都事奉神嗎？ 

答：耶和華在埃及擊殺一切頭生的那天，將利未人分別為聖，歸耶和華。利未人代

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男子，事奉耶和華。以色列人蒙拯救，每家都應當事奉，

長子是全家代表，利未人代替長子事奉，也是代替所有以色列人事奉。 

三、v19 耶和華怎樣使用利未人？我堅持己意或順從神事奉？ 

答：耶和華將利未人當作賞賜給亞倫和他的兒子，在會幕中辦以色列人的事。又為

以色列人贖罪，免得他們挨近聖所，有災殃臨到他們中間。 

 

2／16 六  民數記八章 20~26  利未人的任期 

一、v20~22 眾人怎樣順從神？我祈求全教會都遵行神的話嗎？ 

答：摩西、亞倫、以色列全會眾都按耶和華的吩咐行。利未人潔淨自己，被奉獻作

搖祭，在亞倫和他兒子面前，在會幕中辦事。 

二、v23~25 進會幕辦事，年齡有什麼要求？我將一天最好的時間被神使用嗎？ 

答：利未人二十五歲到五十歲是人生最健壯，體力精神最好的時候，到會幕辦事。

五十歲要停工退任，不再辦事。 

三、v25~26 利未人五十歲以後如何？退任後，我仍支持教會聖工嗎？ 

答：只要在會幕裡幫助年輕的弟兄們盡責，謹守神所吩咐的，卻不再辦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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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日  民數記九章 1~8  守逾越節 

一、v1~5 以色列人怎樣守節？我看重擘餅聚會，記念主耶穌受難嗎？ 

答：以色列人在西奈的曠野，按耶和華的吩咐，正月十四日的黃昏，照逾越節的律

例典章，守逾越節。節日代表族群的精神，什麼是他們看重的。守逾越節看重

神拯救他們出埃及。 

二、v6~7 提出什麼疑問？我愛神，希望更明白真理嗎？ 

答：因死屍不潔，為何被阻止，不能在所定的日期獻供物給耶和華？這些人愛神，

願意守逾越節，獻上禮物，記念神的拯救。 

三、v8 摩西怎樣處理？我自以為是，或謙卑求問神？ 

答：摩西要他們暫且等候，他要去聽耶和華的吩咐，知道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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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各詩班練習時間、地點一覽表 
詩班 練習時間 練習地點 聯絡人 

恩愛詩班 週日 12:30～13:30 南京堂 407 廖崇堯  0952-859-309 
活水詩班 週四 11:30～12:30 新安大堂 林清榮  0933-153-721 
姊妹會詩班 週四 13:00～13:50 新安堂 301 盧秀美  0921-052-697 

雅音詩班 第一三週五 19:30～21:30 新安大堂 
詹啟聖  
cschan10583@gmail.com 

教會詩班 週一 19:30～21:30 新安大堂 趙利美  0932-035-041 

註：由各詩班指揮甄試後加入。 
 

本週禱告事項 
□ 求主賜下恩典，聖靈光照，保守每個

家庭所需的一切，渴慕真理並有敬畏

神的心，與主建立美好的關係。讓主

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幫助我們在工作、家庭與服事都

重新得力，使我們立定心志按著真理

活出美好的見證。 

□ 求主開總統、官員、藝人和百姓的心

眼，看見破壞神所賜婚姻規則的可怕

後果。除去各樣破壞婚姻的謬論，各

家庭夫妻相愛聖潔，教導下一代婚姻

貞潔，夫妻相愛，同甘共苦。 
 

 
□ 末世各樣苦難、罪惡接踵而至，道德

敗壞墮落。求神賜力量，遠離罪惡試

探，堅持聖潔，遵行神的話。 
□ 為各樣兒童事工禱告：三月份小學組

「敬拜月」；暑假銜接性兒童品格才

藝營和暑假每週六早上親子活動之籌

備；小學組執事職責分工與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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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四十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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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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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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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明天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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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伉儷團契聚會：今天 14:00 於 205 室，由陳

照弟兄主講：家庭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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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婚姻家庭課程 

時間：3/16、23、4/13、20、27（十堂課） 
週六 10:00~12:30、13:30~16:00 

地點：南京堂 205 室 
費用：$1000/人含午餐及課本 
報名日期：2/10～3/3 止 

報名方式(二選一) 
1、南京堂 2F 

辦公室櫃台 
2、掃瞄 QR code 

 

歡迎參加 

 
週間媽媽讀書會 

對象：學齡前到大專技職孩子的母親 
日期：3/6~ 6/19 共 14 次 
時間：每週三早上 10:00~11:30 
地點：新安中心 301 室 
書籍：《幸福說明書》學園出版 
目的：認識自己，修復與神、與人的關係，

家庭連結於主。 
報名：（二選一） 
1、線上報名 

掃描 QR code 
2、紙本報名： 

2F 辦公室櫃台 
2/24 報名截止 

 
歡迎參加 

徵召服事 
教會各詩班徵召班員：詳細請參看週刊

第 9 頁一覽表，意者請洽各詩班聯絡同

工，歡迎有歌唱恩賜及負擔，願意委身

學習的主內肢體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