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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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日  第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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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讚美 1  讚美 1  讚美 1  讚美 1 
禱告…  鄒柏林  周慶浩  楊伸崇  吳玉芳  王紫珩 

獻詩…     專心仰賴主 你們要喜樂  
啟應…  詩 23 篇  詩 23 篇  詩 81 篇  詩 81 篇  詩 81 篇 

頌讚…  讚美 191  讚美 191  讚美 248  讚美 248  讚美 248 

讀經…  詩 119 篇 105~112 詩 119 篇 105~112 王上十一 1~13 王上十一 1~13 王上十一 1~13 

講題…  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比悲傷更悲傷 比悲傷更悲傷 比悲傷更悲傷 
證道…  程世光  程世光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頌讚…  讚美 194  讚美 194  讚美 267  讚美 267  讚美 267 

祝禱…  程世光  程世光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司琴…  葉逸寧  羅家懿  呂美賢  徐四平  張信慧 

招待…  蔡俊沛  林惠珍  王毓鈞  黃俊賓  王麗華 

  雷元暉  陳春梅  鄒育庭  姜郁玲  林石蕾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王文衍  王文衍  賴明芳  賴明芳  陳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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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詩班獻詩（第二堂）：專心仰賴主 

專心仰賴主耶和華，在一切事要認定祂，專心仰賴主耶和華，祂必指引你的路。【重複】 
敬畏主，要轉臉遠離惡事，敬畏主，敬畏主，祂必醫治你的靈。 

專心仰賴主耶和華，在一切事要認定祂，專心仰賴主耶和華，祂必指引你的路。 
尊榮我主，尊榮我主，因有智慧在祂的路。尊榮我主，我主，你所得將強如精金。 
專心仰賴主耶和華，在一切事要認定祂，專心仰賴主耶和華，祂必指引你的路。 
讚美主，讚美主，因祂立定天地的根基。讚美主，讚美主，得承受主榮耀恩典。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你們要喜樂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靠主常常喜樂。（兩次）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靠主常常喜樂。 

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保守我們心懷意念。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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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鐵哥生命故事 3.17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審判速臨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愛情男女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空墳墓的秘密 
  下午 2:30 週日大專團契 分享 time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肢體生活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3.11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如何為人代求 3.13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3.14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人生經驗分享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空墳墓的秘密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先知書 
  晚 7:00 社青團契 如何在職場作見證    

3.15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查經    新約班：哥林多後書 信心與眼見 
   雅音詩班 練詩      

3.16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好像上帝愛你那樣愛別人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三月份查經內容 

詩篇八篇 
詩篇十五篇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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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徒四 1~31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敬拜楷模—大衛的故事： 
撒下六 1~23 3.11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3.12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晚 7:30 石⾧豐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3.15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32 組 B02  
幼稚班 迦密山上的 1>450+風中的微聲呼

喚 王上十八、十九 1~18    34 組 304   
3.16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低年級 

敬拜楷模—大衛的故事： 
撒下六 1~23   下午 2:30 17 組 203  中年級 

  下午 3:00 石美姬  24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晚 7:00 36 組林口 下午 1:00 童行角落 混齡親子興趣角落、信仰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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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領受卓越人生（下） 

 

陳興蘭 

讀經：詩篇 127 篇

四、原來神的喜悅，正是卓越秘訣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

然睡覺。」（2 節下） 
前面經文講了 3 個枉然，枉然勞力，

枉然儆醒，本是枉然！原來此生竟是虛

度了，落得白忙一場，白跑一回，白過

一生！然而怎樣才可不枉此生，不虛此

行呢？ 
所羅門洞悉人生世事，他太知道此

一人生至理了，原來做個神所喜悅的

人，就能領受卓越的人生。 
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祂能興起

萬事萬物，為愛祂的人效力；耶和華所

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十

22）；縱然外在環境艱難不易，各種生

存考驗又極其嚴酷，敵國虎視眈眈，信

靠神的人卻依然能夠安然入睡。 
敬畏神，倚靠神，信得過神的人，

即使在睡覺的時候，神也會讓他們有豐

碩的收穫，許多美好的事情都是在夜間

熟睡之際發生的。亞當熟睡時，神取了

他的一根肋骨，為他造配偶。雅各亡命

天涯的那夜，在睡夢中竟然與神相遇，

以致他變成一個敬畏神的人。所羅門也

是在夜間蒙神賞賜，成為一個大有智慧

的人；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夜間熟

睡的時候，得著身體的修復，得著明天

繼續打拼的力量。 
所羅門，是大衛悔改後所結的果

子，他出生時，神藉先知拿單給他起名

「耶底底亞」，意思是「耶和華愛他」

（撒下十二 25）。 
詩篇 127 篇 2 節，所羅門把自己的

名字隱藏在這首智慧詩中，「耶和華所

親愛的」，就是所羅門的隱藏簽名！神

賜福祂所親愛的人安然入睡，帶領祂所

親愛的人，進入豐盛的生命，神賞賜祂

所親愛的人，領受卓越的人生。 
做個神所親愛的人，與神甜蜜團

契，與神同行，是上行人生中，最重要

的事！「耶和華喜愛敬畏祂，和盼望祂

慈愛的人。」（詩一百四十七 11） 
五、領受神的祝福，活出卓越得勝 

我們剛剛講了，舉凡一個人內在素

質的提升，一番事業的開創，一個家庭

的成立，一所聖殿的籌建，一個輝煌王

朝的締造，都來自於神的賜福與看顧。

做個神所親愛的人，所蒙的福氣，絕非

只限於一個世代，而是代代無盡的！這

世世代代的福氣與恩典，顯明在何處

呢？神讓它顯明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傳承

中，愛神，守神誡命的人，神要向他們

發慈愛，直到千代（出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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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詩篇 127 篇的作者所羅門，他是一

國之君，深知以色列國想要立足於國際

社會，先要富國強兵，唯有人力資源豐

富，人口素質優良，才能抵禦外侮，使

以色列國卓然屹立於國際社會舞台，在

神的賜福下，所羅門時代，以色列國的

人口，如同海邊的沙那樣多（王上四

20），每一個宇宙繼起的生命，都是在

神的保護賜福下，由父母生出來的。 

1、生生不息，領受創造之恩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

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3 節） 
我真感謝神，賜給我兩個孩子，過

去三十多年裡，每天我都覺得：能夠做

他們的媽媽，我覺得好快樂，好榮幸，

好感動！藉著讀詩篇 127 篇，我明白了：

孩子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他們原

本屬於神；我們做父母的，只是神的管

家，因此，要用神所喜悅的方式，來教

養兒女，因為有一天，管家要向神交帳。 
由於兒女來自神，所以我們要教導

孩子做個敬畏神的人，與神同行，愛神，

愛人，愛家，愛教會，有好的家庭教育，

才能有健全的社會，才會有高舉公義的

國家。 

2、成材成器，委身捍衛生存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

中的利箭」（4 節） 
生育，養育之後，更要重視教育，

做父母的，不但要把年輕人栽培得體魄

強健，靈性美好，品格善良正直；還要

把寶貴的人力資源訓練得成材成器，明

理懂事，與父親同心，委身捍衛家庭生

存與民族尊嚴，使父親如同擁有精銳武

器的勇士。 

因為維護個人生存，維護家庭生

存，維護民族生存，維護國家生存，從

古至今，都是一件很艱鉅的任務。成材

成器，合用能用的孩子們，是神給做父

母的最大喜悅與祝福！ 
我們來談談「利箭」的條件。箭身

要很直，弓箭手挽弓射箭時，才能不偏

不倚命中目標，阻止侵略者的攻擊，靈

裡正直的孩子，才算可用之才。 
箭簇，要經過打磨，變得鋒利，鋒

利到通過嚴格檢驗，符合戰鬥規格才達

標。當弓箭手瞄準目標，將箭射出後，

在力量與速度的作用下，銳利的箭鋒，

帶著強大的穿透力，就能成功地制止毀

滅者的企圖！做父母的要教導孩子守

分，守法，自強不息，具備卓越的專業

能力，箭尾，羽毛要很平衡，才能幫助

飛出的利箭加快速度，爭取最快的致勝

時間，身心發展，平衡穩健的孩子們，

才是戰鬥團隊的合格成員。 
做父母的如同勇士，不但訓練孩子

精壯合用，更要讓孩子們懷抱憂患意

識，在這邪惡的世代，謹慎自守，儆醒

禱告，做個聖潔的人；因為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巡行，尋找可吞

吃的人，因此，嚴格教育孩子們正直聖

潔，絕不給魔鬼留地步，絕不允許魔鬼

有攪擾的空間；這樣訓練出來的孩子

們，就是勇士手中的利箭，是得勝者克

敵制勝重要的裝備！ 

3、追求和平，實力作為後盾 
「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

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致於

羞愧。」（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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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箭袋充滿，就是以實力做後盾，不

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戰爭臨頭

時，敵人侵門踏戶，兵臨城下時，當他

們發現成千上萬個箭袋充滿的神射手，

個個拉弓，箭在弦上，對準他們的心臟，

怎會不心驚膽跳，落荒而逃呢？ 
子弟兵們人多勢眾，訓練精良，以

實力做後盾，就能決勝城門口，不戰而

屈人之兵；有實力做後盾，才能坐上談

判桌，追求和平！身心靈強健，長大成

材，人數眾多的下一代，與父親同心，

就能成功地對抗惡勢力的張狂，贏得生

存，贏得和平，就是父親的喜樂與榮耀。 
詩篇 127 篇這首所羅門的上行之

詩，被詩篇編輯收錄起來，放在詩篇「上

行之詩」這個小詩集中，鼓舞長途跋涉，

克服萬難，前來朝聖的人們，不管環境

如何困難，都要專心信靠神，做個神所

親愛的人。不管環境如何艱難，都要給

下一代最好的品格鍛鍊與靈性教育。 
這首智慧詩，也引導歷世歷代的基

督徒，尋得屬天的智慧，飽享因信靠神

而有的心靈安息。因為，平安有意義的

人生，來自神的眷顧與賜福，而非來自

人的焦急與勞碌，我們只管專心信靠

神，做個神所喜悅的人！ 
詩篇 127 篇再三告訴我們，人生資

產中，再沒有甚麼能比自己親生的兒女

更寶貴的了，願信靠神的我們，也帶領

我們的下一代專心信靠神，使我們的下

一代也蒙神喜悅，聖潔合乎主用，都來

領受神所賜的卓越人生，並且生生不

息，堅強屹立，代代蒙恩，經歷神的保

護看顧。 
禱告回應經文 
v.1 主啊！賜我屬天信靠，領受卓越人生 

v.2a 主啊！祢為所愛的人，日日夜夜效力 

v.2b 主啊！願我安睡之際，恩典多多臨到 

v.3 主啊！兒女太寶貴了，是祢慈愛賞賜 

v.4a 主啊！訓練我的孩子，強健成器管用 

v.4b 主啊！塑造我的後代，敬虔愛神愛人 

v.5a 主啊！捍衛公理正義，實在需要人多 

v.5b 主啊！委身屬靈戰役，任務沉重神聖 

v.5c 主啊！倚靠祢的聖名，我們得勝有餘 

（二月 10 日證道，講稿由講員提供） 

 

講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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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民數記 

3／11 一  民數記十五章 22~31  無心之過 

一、v22~26 若會眾誤犯了罪，當如何？我按神心意處理眾人的無心之過嗎？ 

答：會眾因沒有察覺而犯了無心之過，就要將一隻公牛犢作燔祭，並照典章把素祭

和奠祭一同獻給耶和華為馨香之祭，又獻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祭司要為以色

列全會眾贖罪，他們就必蒙赦免。 

二、v27~29 個人誤犯了罪，當如何？我求神赦免罪惡，有平安嗎？約壹 1：9。 

答：若有一個人誤犯了罪，他就要獻一歲的母山羊作贖罪祭。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

為他贖罪，他就必蒙赦免。本地人和寄居的外人都有一樣的條例。 

三、v30~31 故意犯罪者當如何？我敬畏神，不敢故意犯罪嗎？ 

答：那擅自故意犯罪的人，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褻瀆了耶和華，這人必從百姓

中剪除。因為他藐視耶和華的話，違背耶和華的命令。 

 

3／12 二  民數記十五章 32~41  安息日撿柴 

一、v32~34 安息日有人揀柴，怎樣處理？我求主指示，或任意而行？ 

答：有一人在安息日撿柴，發現者把他帶到摩西、亞倫以及全會眾那裏。他們把他

收押在監裏，因為還不知道要怎樣懲罰他。 

二、v35~36 全會眾怎樣行？我主日專心敬拜，相信主必供應需要嗎？ 

答：全會眾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將他帶到營外，用石頭打死他。安息日應專心

敬拜，從耶和華的話得到安息。那人不專心敬拜，也不相信耶和華能供應他的

需要，故意違背十誡，就被懲罰。出 31：14~15。 

三、v37~41 衣服邊要加上什麼？我禱告，順從聖靈，遵行神的話嗎？ 

答：在自己衣服的邊上作繸子，在繸子上釘上一根藍色的細帶子，叫人看見就記念

遵行耶和華的一切命令，不隨從自己的內心和眼目的情慾行事。人是墮落的，

自我中心，要滿足眼目帶來的邪情惡慾。繸子和藍細帶子提醒自己，要拒絕邪

情惡慾，遵行神的話。 

 

3／13 三  民數記十六章 1~11  可拉奪權 

一、v1~3 可拉如何攻擊摩西、亞倫？我貪愛地位，詭詐奪權嗎？ 

答：可拉、大坍、亞比蘭、安和二百五十位首領聚集，攻擊摩西、亞倫擅自專權自

高，超過全會眾；其實人人都是聖潔的，耶和華也在其中，人人都可以事奉，

不需要聽摩西、亞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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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4~7 被攻擊，摩西如何？被攻擊、毀謗，我立刻到神面前禱告嗎？ 

答：摩西馬上俯伏在地禱告。他按耶和華的吩咐，要可拉和同黨明天拿香爐，把火

盛在爐中，加上香。耶和華必指示誰是屬祂的，誰是聖潔的，就叫誰親近祂；

祂所揀選的是誰，必叫誰親近祂。 

三、v8~11 摩西指出可拉有什麼錯誤？我求主賜力量，指出錯誤嗎？ 

答：耶和華將可拉分別出來，辦理帳幕的事，不是小事。為何不服耶和華的安排，

求祭司的職任？可拉埋怨亞倫，是攻擊耶和華。亞倫算不得什麼，只是順從神

的揀選事奉。神所要的是忠心順從事奉，不是職位的高低。 

 

3／14 四  民數記十六章 12~19  抹黑毀謗 

一、v12~14 大坍、亞比蘭怎樣抹黑摩西？我隨從世俗潮流，抹黑他人嗎？  

答：大坍、亞比蘭指責摩西不守信用。他們原來在埃及被壓榨作苦工，竟說埃及是

流奶與蜜之地。因為自己不信，無法進入迦南地，在曠野飄流，卻指責摩西沒

有把田地、葡萄園給他們；抹黑摩西，要自立為王，殺死他們。 

二、v15 摩西情緒如何？作什麼？生氣時，我向神禱告嗎？ 

答：摩西非常生氣，就向神禱告。求神不要接受大坍等人的供物，他未曾利用權勢

奪過一匹驢，未曾害過任何一個人。 

三、v16~18 摩西怎樣處理抹黑？被抺黑，我禱告使自己按神的吩咐行嗎？ 

答：摩西禱告清楚耶和華的意思，就按耶和華的心意行，要可拉和同黨，並亞倫明

天各拿香爐，把香放上，到耶和華面前。於是各人拿香爐到會幕門口。 

 

3／15 五  民數記十六章 20~30  摩西禱告 

一、v19~22 摩西怎樣力挽狂瀾？我按神心意禱告，力挽狂瀾嗎？ 

答：可拉招聚全會眾攻擊。耶和華的榮光顯現，要摩西、亞倫離開，滅絕全會眾。

摩西、亞倫俯伏，求耶和華不要因可拉一人犯罪，就發怒滅絕全會眾。 

二、v23~27 摩西怎樣警戒會眾？我順從聖靈，提醒或警戒人嗎？ 

答：摩西按耶和華的吩咐要會眾離開可拉、大坍、亞比蘭的帳棚，也不可摸他們的

物件，免得陷在罪中，一同滅亡。於是，眾人都離開他們。 

三、v28~30 怎樣顯出耶和華差遣摩西？我敬畏或輕看耶和華？ 

答：摩西說，他所作的一切事不是按自己意思，乃是耶和華的吩咐。這些人死亡若

與世人無異，就不是耶和華差遣摩西。若耶和華使地開口，吞下他們，使他們

活活墜落陰間，就知道他們是藐視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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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六  民數記十六章 31~40  神公義審判 
一、v31~35 可拉、大坍等怎樣滅亡？我不悔改，走向滅亡嗎？ 
答：摩西一說完話，可拉、大坍、亞比蘭腳下的地就裂開，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

活活墜落陰間，地口仍舊合閉。周圍的人聽見他們呼號，就都逃跑。 
二、v36 攻擊摩西的首領如何？我攻擊他人，帶來痛苦災禍嗎？ 
答：有火從耶和華那裡出來，燒滅了那些攻擊摩西、獻香的二百五十個首領。 
三、v37~40 怎樣處理香爐？我按神的心意，收拾殘局嗎？ 
答：以利亞撒按耶和華的吩咐撿起二百五十人的銅香爐，因為這些香爐是聖的，曾

獻給耶和華。人就把銅香爐錘出來包銅祭壇，使人知道亞倫後裔之外的人不可

在耶和華面前燒香，不可作祭司的工作。 
 
3／17 日  民數記十六章 41~50  埋怨與禱告 
一、v41 全會眾怎樣埋怨？我求主，禁止自己埋怨嗎？ 
答：全會眾埋怨，誣指摩西、亞倫殺了耶和華的百姓。 
二、v42~46 攻擊埋怨帶來什麼災禍？埋怨帶給我痛苦、損失嗎？ 
答：會眾攻擊時，耶和華的榮耀顯現，要摩西、亞倫離開會眾，滅絕會眾。這些人

知道可拉奪權行惡受審判，仍堅持毀謗埋怨，瘟疫就臨到他們。 
三、v45~50 摩西、亞倫有什麼行動？我為需要的人迫切禱告嗎？ 
答：摩西、亞倫俯伏在地禱告。摩西知道耶和華的忿怒臨到。亞倫照摩西所說的，

拿香爐，盛上壇上的火，加上香。跑到百姓中間，為百姓贖罪。他站在活人和

死人中間，瘟疫就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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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泰北】賴建超、陳淑娟夫婦 

進入 2019 年，也是建超全家踏上宣教服事的第六個年頭。雖然今年春節無法返

鄉團圓，但回顧神差我們來泰國，一路走來至今，與神同行的這條恩典之路實在很

精采。在我們的生命中，隨手拈來，處處見證了許多動人的故事～是神與人同行的

敍事，是人被神更新的敍事。這些故事帶給我們何等真實的盼望及喜樂，特別在這

普遍對未來悲觀絕望的世代中，這所有的敘事如同明光照耀般。正如斯托得在「心

意更新的教會」中所言，基督徒絕不應是悲觀主義者！ 
回想潘菲菲老師及劉玉芙姊妹在福泰禮拜堂這幾年的服事，我們不禁為神全知

全能的作為驚嘆不已。三年前，因著希望支持菲菲在學校的教職，我們進入少數民

族學校，與菲菲配搭，成為中文志工老師，期待轉化校園。一年前神奇妙地提拔菲

菲，使菲菲成為學校外語部的主任，繼續在學校發光。這三年來，每次上完中文課

後，我們與菲菲讀經分享，結束後一起禱告。我們為她的工作禱告，為她未信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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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禱告，為她未來的婚姻禱告，為她升主任後受到排擠毀謗禱告⋯在陪伴中，我們

見證了神在菲菲生命中的敍事！ 
另外，劉玉芙姊妹及她的先生陽繼民弟兄更是神賜給福泰禮拜堂的寶貝。玉芙

姊是泰北本地人，三十多年前因國民黨的關係，她得以離開泰北，去到台灣工作。

奇妙的是與繼民大哥在台灣相識、結婚，並且信主。當他們夫妻在台灣工作到退休

後，因著玉芙姊年邁雙親仍在泰北，為了照顧家人及帶領家人信主，兩年前他們毅

然決然離開台灣，搬到泰北來。在某次的偶遇中，建超、淑娟與他們相識。在神的

帶領下，他們夫妻決定委身福泰禮拜堂，熱心服事至今。兩年前，因著聖靈的感動，

我們開始去他們夫妻的家裡讀聖經並一起禱告。我們為他們三個仍在台灣的兒女禱

告，為玉芙姊未信主的爸爸、媽媽、弟弟、妹妹禱告，為他們經濟壓力禱告，為他

們的孫女在本地就學禱告⋯在陪伴中，我們親眼見證神在繼民哥及玉芙姊生命中的敍

事！而今，在神的旨意中，菲菲老師及玉芙姊在二月底蒙教會按立成為福泰禮拜堂

的執事，求主大大使用他們，使他們的生命成為許多泰國同胞的祝福！ 
感謝許多主內肢體為建超的父親頸椎微創手術禱告，更感謝許多兄姊慷慨奉

獻，使手術費的擔子大大減輕。雖然目前父親手腳仍有麻麻的感覺，但雙腳已更有

力量，現按時復健中。請也繼續為淑娟的媽媽禱告，因車禍致左手臂骨折仍未完全

復原，求主醫治並柔軟媽媽的心，願意全心信靠耶穌。在上封代禱信中提及因車禍

致肋骨斷裂的惠金姊妹，目前仍在她的娘家休養，期待她能快快回到教會，一起經

歷神的恩福。另一位慕道友娜姊妹的右膝蓋韌帶已大致痊癒，求主繼續在她生命中

動工，使她及她的家人早日歸信耶穌。 
【感恩及代禱事項】 
1、為福泰禮拜堂今年度目標「領全家歸主」禱告，求神大能彰顯。 
2、教會在 2/24 日主日按立潘菲菲老師及劉玉芙姊妹成為教會的第一任執事，求主以

大能恩膏並賜福他們的事奉。 
3、為建超的父親賴正男弟兄術後復健及淑娟的媽媽黃麗霞女士骨折復原順利禱告，

特別記念媽媽能相信耶穌。同時也為慕道友惠金姊妹及娜姊妹能全心信靠主耶

穌，身心靈得全然的醫治。 
4、為新受洗肢體陽美英、張文蘋、張有麗祝福禱告，求神裝備他們成為合神心意的

門徒，滿有聖靈的能力，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人。 
5、為歐伊姊妹的先生柏益弟兄及柏益的姊姊聳姊妹能在短暫停留泰北的時間內決志

信主感恩，雖然他們長期在曼谷工作，但求神繼續帶領他們持守對主的信心。 
6、為敬亞即將自小學四年級結業感恩，求主繼續引導並賜福敬亞在泰文、英文及中

文的學習，更重要的是清楚認識基督。 
7、為建超最近因落枕致頸部疼痛，淑娟左手腕隧道發炎，求主賜得醫治的信心及得

醫治的良方，使我們再次經歷神的作為。 
8、為福泰禮拜堂能在未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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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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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

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

女。(以弗所書五章 8 節) 

綜合消息： 
公告：2019 全教會退修會，日期更改為 7/26
〜28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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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洗禮：4/21 舉行，清楚重生得救者，

請到服務台填寫洗禮登記表。（4/7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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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精兵小組：今天 13:00~14:30 在 302 室，

題目：基督耶穌的得勝，勝過撒但（三）—
如何處理靈界問題、趕鬼，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聚會：今天 14:00 南京堂 205 室，

由台灣家庭第一協會分享，主題：如何做一

位好爸爸，歡迎夫妻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3/14（週四）19:30 南京堂，

由戴芯榆姊妹主講：當台灣人遇上敘利亞難

民，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徵召服事： 
泰北福音隊徵召：10/6~14 清萊湄占舉辦兒

少營會。意者請於 4/14 前洽二樓服務台。 

教會各詩班徵召班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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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英文成長營師資：歡迎具福音使命與英

文教學熱忱者，傳揚福音，為主得人。請洽

黃光含傳道，教會分機 31。 

肢體消息： 
安息：馬嚴葵如姊妹（108 歲，馬苔莉姊妹

母親）3/2 安息主懷，3/17 主日 14:30 第二

殯儀館至真二廳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

屬們的心。 

本堂上主日(3/3)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64,272 元 

按月奉獻(146 筆) 971,396 元 

建堂奉獻(7 筆) 22,200 元 

感恩奉獻(40 筆) 114,100 元 

其它奉獻(4 筆) 9,700 元 

差傳奉獻(26 筆) 75,600 元 

代轉贈與(3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教會長傳執同工身心靈健壯禱告，好的時

間管理。敬畏神，持守真理，竭力照管群羊，

忠心愛主，活出生命的榜樣。 

□ 求主賜教導的恩賜，興起忠心能教導別人的

同工，生活有好見證，可以教導，擔任主日

學教師。 

□ 求主賜下佈道的恩賜，有佈道恩賜的同工傳

講福音，領人歸主。 

□ 求主引領長傳執，同心合一，為今年度兒童

敬拜、牧養、銜接、第四堂和師資培訓；求

主引領、賜下資源，並且預備團隊和適合之

委身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