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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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第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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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禱告…  蘇奐予  吳千姬  何智祥  林姿如  鄭慶林 

獻詩…     你當高聲讚美 主，我不能      
啟應…  詩 51 篇  詩 51 篇  詩 51 篇  詩 51 篇  詩 8 篇 

頌讚…  讚美 330  讚美 330  讚美 330  讚美 330  讚美 99 

讀經…  可一 40~45 可一 40~45 可一 40~45 可一 40~45 太四 12~25 

講題…  柳暗花明又一村 柳暗花明又一村 柳暗花明又一村 柳暗花明又一村 得著神的國—王的邀請 
證道…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黃光含 

頌讚…  讚美 409  讚美 409  讚美 409  讚美 409  讚美 220 

祝禱…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黃光含 

司琴…  羅皓恩  林伶美  姜以琳  柳百珊  陳麗如 

招待…  王秀瑢  李芝琴  姜美蓉  李寒宣  王麗華 

  林玉蓮  廖雅璘  蔡雅歌  廖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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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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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音詩班獻詩（第二堂）：你當高聲讚美 
唱和散那！唱和散那！當喜悅頌讚歌唱！獻上虔誠敬拜！歡欣唱和散那。 

你當高聲讚美！全民尊崇擁戴我主為君王！城門你要抬頭，永遠的門要將這故事宣揚！ 
搖棕樹枝讚美。獻你的心在主面前！歡喜唱和散那！因耶穌基督來臨，今來臨， 

因耶穌基督來臨！要歡欣！唱和散那！ 
當喜悅頌讚歌唱！獻上虔誠敬拜！歡欣唱和散那。 

看這嶄新日子，大衛子孫騎驢凱旋進城。來高舉棕樹枝，主名何等奇妙至高尊榮。 
錫安城牆齊聲歡唱永恆讚美詩歌。這是恩典時刻。因耶穌基督來臨，今來臨， 

因耶穌基督來臨！要歡欣！穌基督來臨！要歡欣！唱和散那！唱和散那！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主，我不能 
主，我不能走那山谷—太深邃，主我不能走那山谷，我流淚； 

但我步步踏穩妥，有主腳蹤引導我，與主同在，險峻深谷能走過。 
主，我不能攀那高山—太危難，主，我不能攀那高山—我悲嘆； 
但主的力量夠用，就能爬上那高峰，我就感覺天堂美境近雲山。 
主，我不能走那窄路—太孤單，主，我不能走那窄路—獨行難； 

但聽到主慈愛聲，就使我快樂高興，與主同行，安然渡過世路程。 
主，我不能渡那江河—太寬廣，主，我不能渡那江河—我哀傷； 
但有主恩手帶領，就能入應許美境，有主耶穌在我身旁就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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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小組時間 3.31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污穢的殿 

   青少年聚會 高中: 禱告會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有福的人生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認識我們的教會 3.25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3.27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得勝的禱告 3.28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分組查經    

  下午 2:00 姊妹會 春季郊遊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有福的人生 
  晚 7:00 社青團契 基督徒如何看待及

應對清明祭祖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新約書信 
       

3.29 五 晚 7:30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哥林多後書 神的工人 
3.30 六 下午 6:30 大專團契 沛恩畢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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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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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到撒瑪利亞 徒八 1~25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中高年級 敬拜與我：詩㇐百四十七 1 

3.25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3.26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幼稚班 國家沒有了 王下廿五、代下卅六 

  晚 7:30 石⾧豐  低中高年級 敬拜與我：詩㇐百四十七 1 
3.29 五 晚 7:30 32 組新安 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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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的陪跑者（中） 

 

劉幸枝 

讀經：以賽亞書四十一章 8~20 節

我不曉得你生命中是否有經歷到面

對未來感到惶恐、害怕。我前年動一場

手術，在醫院住了三天，因為醫院太吵

了，我就回家休息。可能太早出院，身

體還沒有恢復，後來又調養了半年。沒

想到去年年初，去參加華神學生的婚

禮，結束後回到家，我突然發現右耳後

方有一顆腫瘤。我觀察了三、四天，因

為腫瘤沒有消失，就到萬芳醫院掛診。

醫生馬上觸診後，說是腮腺腫瘤。我問：

會不會是腮腺炎？醫生說：若是腮腺

炎，右邊的臉頰應該都會腫大，不會只

有耳後方有一顆腫瘤。醫生建議照電腦

斷層。聽完醫生診斷，跟先生商量換診

到三軍總醫院。於是我們就到內湖院區

接受診療，同樣醫生也是先觸診。觸診

時醫生還說耳後的腫瘤不小，而且是腮

腺腫瘤，需要開單做化驗，且要照核磁

共振，可以看得更清楚，三週後再來檢

討後續的治療。應該躲不了開刀的命

運，因為腫瘤不小。因為那時剛好受邀

為在南投謝緯營地大專靈修營的講員。

我還記得我擔任培靈會講員的前夕，知

道自己因為腮腺腫瘤需要開刀，內心感

到非常沮喪。我告訴與會的弟兄姊妹：

我現在來擔任培靈會講員，其實最該接

受培靈的是我自己，因為我裏面非常害

怕。我更害怕的是未來，正值壯年的我

難道註定要跟疾病奮戰？我開始發現，

我不會因為我正值壯年就身強力壯。前

年我已經動過一次刀，難道今年還要再

動一次刀嗎？那是我去年年初面對的掙

扎，在整個營會結束之前，輔導跟一些

南京堂的年輕人、弟兄姊妹們，大家一

起起立來為我禱告，我非常的感動，但

是我依然帶著憂慮的心回到台北。 
我沒有想到回到醫院複診，靜聽醫

生宣判結果時，醫生要我跟他一起看片

子，原本有一大顆腫瘤的地方，那個地

方特別光亮。醫生接著說：我沒看到任

何腫瘤。我問：是誤診嗎？醫生說：怎

麼可能誤診，否則我就不會開單去做穿

刺檢查，還包括核磁共振。醫生說，沒

辦法告訴我這是什麼現象，也就是妳的

腫瘤奇蹟似地消失了。醫生不是基督

徒，但是我當場哈利路亞讚美神。回到

家中我靜靜思想整個過程，我發現得醫

治固然對我非常重要，但是在這個過程

中最寶貴的是上帝的陪跑，因為只有神

知道我多麼的怕死，多麼的怕中年就開

始跟疾病奮戰，多麼的怕前年已經一場

手術隔年還要再來一場。上帝知道我完

全害怕的心情，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體

認到上帝的同在才是最寶貴的，勝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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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祈求得醫治。因為人生的考驗總是一場

又一場，今天是身體出毛病，明天可能

是家中某一個人經歷患難，後天可能是

你的事業面臨一些分崩離析的挑戰。但

是上帝卻應許祂是與我們同在的幫助

者，在我們的人生道路就好像馬拉松比

賽的過程中，祂是我們忠實的陪跑者，

引導我們在祂預備的道路中奔跑。 
第二段應許，上帝成為健壯我們生

命的救贖者。神不只應許與我們同在，

祂還要讓我們變剛強。神讓我們在面對

環境挑戰中，不只是幫助我們，祂還要

扶持我們，讓我們變成剛強的人。賽四

一 14~16「如蛆如蟲的雅各啊，以色列人

啊，不要怕！我耶和華必幫助你。以色

列的聖者是你的救贖主。看啊，我要使

你成為一具簇新、帶許多利齒的打穀

器。你要打爛高山，使丘陵碎如糠秕。

你要簸它們，讓風吹散它們，讓狂風捲

走它們。但你要以耶和華為喜樂，以以

色列的聖者為榮耀。」和合本翻譯比較

典雅，我用當代譯本通俗口語化譯本，

這段經文稱以色列為雅各，因為以色列

的十二支派來自雅各。創世記記載這位

先祖的十二個兒子，所以雅各也是以色

列的代名詞之一，泛指上帝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如蟲如蛆，這不是指上

帝輕看祂的子民，而是上帝指出我們的

本相是屬塵土。當人斷絕氣息被埋在塵

土中，身上爬滿的就是蟲就是蛆。我們

出於塵土也歸於塵土，人的生命是短暫

微不足道，不堪一擊。中國有句成語叫：

螻蟻尚且偷生。「螻蟻」是用螻蛄和螞

蟻形容最微不足道，力量微小的生物，

尚且想要力求生存。在這裏希伯來文用

蟲用蛆，其實就是指我們的生命是何等

軟弱不堪，對比環境中的困難，雖然人

像蟲和蛆一般，但是神卻說我要改造你

的生命，讓你成為一具簇新、帶許多利

齒的打穀器。 
打穀器是古代用來打穀物的器具。

在這裏先知用一種誇飾性的修辭，我們

雖然如蟲如蛆，但是上帝改造我們的生

命使軟弱者變剛強的時候，我們就成為

一台性能強大的打穀器，不再只是打穀

物，還可以打爛高山，使丘陵碎如糠秕。 
聖經中高山常常比喻成非常險峻的

挑戰，也就是在我們前面有極大的高

山，成為我們生命往前的阻擋。但是上

帝說：我會改造你的生命剛強起來，讓

你成為一台堅靭的打穀器，再巨大的高

山及丘陵在你的面前都必歸為無有，就

像糠粃被風吹散一般。套一句現代的用

語，好像軟弱的人變剛強後，透過上帝

的手被改造成一台性能堅強的坦克車，

可以壓倒壓碎我們面前的患難及苦楚。 
有一個荷蘭家庭在二戰期間因為藏

匿猶太人被告發，全家被抓到集中營，

父親和姐姐都死亡，僅剩妹妹彭柯麗。

彭柯麗後來根據個人事蹟寫成一本書

《密室》。彭柯麗在集中營的那段期間

大難不死，她把自己經歷各樣羞辱、患

難以及上帝點點滴滴匯聚而成祝福的河

流，把她內心生命的經歷整個寫下來，

匯聚成《密室》這本書分享。她到處被

邀請去演講，她提到：上帝沒有應許挪

開我身上的苦難，卻讓我有剛強的靭性

來面對生命中的挑戰。她演講時，非常

喜歡用一幅圖畫來形容上帝在她身上的

工作。她說：我們的生命好像一幅織錦，

祂總是讓喜樂和愁苦不斷交織在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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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當中，就像是我在集中營經歷了羞

辱患難，也經歷了許多恩典及上帝的憐

憫。我們總是看苦難羞辱，如同看到的

織錦的背面，卻忘記神在我們織錦當中

織的圖案。她說：看哪！這幅織錦的背

面是何等錯縱複雜，就像是我們人生的

酸甜苦辣，我們苦難的人生好像是這幅

織錦背面的縮影，有時候你覺得一團亂

說：主啊，夠了！我受不了了，為什麼

我的生命會一團亂呢？為什麼這麼錯縱

複雜，讓我遇到這些患難跟苦楚呢？我

看不出我人生的畫面有美好，只看到許

多的線糾葛在一起，多麼的醜陋，多麼

的不合理。但是彭柯麗說：當我有一次

看到神把織錦翻過來的時候，突然發

現，原來在錯縱複雜織錦的背後，所要

呈現正面的畫面，竟然是一幅得勝冠冕

的圖像。 

原來每件事，每個歡樂、痛苦、考

驗和眼淚，都交織在織錦刺繡當中，呈

現出來的畫面是上帝要我們經歷得勝的

冠冕。彭柯麗寫了一首詩說：生命猶如

一幅織錦，放在我跟上帝之間，我不能

夠選擇要用什麼顏色，有時候這個階段

上帝就是用黑色，你不能抱怨上帝為什

麼用黑色；因為你是上帝的作品。 
我們是祂手所做的工作，我不能選

擇顏色，祂讓愁苦交織，而我卻驕傲無

見識。我不知織錦的正面，只顧著織錦

的背面。神不僅應許同在，扶持上帝子

民的幫助而已。在我們人生道路上陪

跑，祂帶領跑祂所安排的路，在人生各

樣困境中，使我們剛強，織出美好得勝

的織錦。（下期待續） 

 

本堂上主日(3/17)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38,170 元 

按月奉獻(69 筆) 339,600 元 

建堂奉獻(4 筆) 6,100 元 

感恩奉獻(19 筆) 34,800 元 

其它奉獻(3 筆) 31,000 元 

差傳奉獻(16 筆) 28,800 元 

代轉贈與(4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長傳教執同工，身心靈健壯，敬虔愛主，柔

和謙卑，忠心事奉，牧養群羊。 

□  下一季成主各班課程和老師有合適的安

排。各班老師每天靈修不斷有好收穫，謹慎

自己和自己的教訓，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

己，體會末世神的預言一一實現，帶領同學

儆醒禱告，等候主耶穌再來。 

□ 求主保守夫妻按著主教導，彼此相愛，倚靠

主克服婚姻難處，不受誘惑試探。並在忙碌

生活中，有好溝通，夫妻一起為家庭禱告，

尊主為大。 

□ 為兒主各班教師備課與教學、學生的關懷牧

養，有智慧教導神的話，面對孩童特殊需

要，在愛、恩典與真理中耐心引導，使孩童

在主裡成長。大專生服事有力、愛主更深；

執事群組分工適應、彼此配搭，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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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題目―民數記 

3／25 一  民數記二十章 1~9  四十年後 

一、v1 發生什麼事？我接受人生是客旅嗎？ 

答：四十年正月，以色列全會眾到了尋的曠野，住在加低斯。米利暗就死在那裡，

葬在那裡。米利暗曾非常機伶向埃及公主建議，使媽媽作摩西的奶媽。過紅海後，

帶著婦女唱歌跳舞讚美耶和華。人生是客旅，有走完的一天。 

二、v2~5 百姓怎樣攻擊摩西、亞倫？我接受義人要受苦，可能被抹黑嗎？ 

答：百姓因為沒有水喝，就抹黑摩西、亞倫。上一代因不信死在曠野，是罪有應得，

他們卻怪摩西、亞倫。曠野不可能有無花果樹、葡萄園…。有水喝是神的恩典，

他們不知感恩，認為理所當然，沒有水喝就爭鬧。 

三、v6~9 摩西、亞倫怎樣處理爭鬧？被抹黑、中傷，我馬上到神面前禱告嗎？ 

答：摩西、亞倫離開會眾，到會幕門口，俯伏在地；耶和華的榮光向他們顯現。要

摩西拿杖和亞倫招聚會眾，在他們眼前吩咐磐石出水，水就會從磐石流出，給

百姓和牲畜喝。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取了杖去。 

 

3／26 二  民數記二十章 10~13  米利巴水事件 

一、v10 摩西言語、心情如何？我因下一代失望灰心嗎？ 

答：上一代犯罪死在曠野，摩西陪著他們耗費四十年。現在年輕的一代仍然毀謗抹

黑。摩西稱他們為背叛的人，難道他還要為這些人使水從磐石流出來嗎？ 

二、v11 摩西在憤怒中如何？我在憤怒中行事，或求主使我平靜下來？ 

答：摩西在憤怒中舉手用杖擊打磐石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來。 

三、v12 耶和華說什麼？我求主憐憫，使我不意氣用事嗎？ 

答：因為摩西、亞倫沒有相信、順從耶和華的話，沒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耶和華為

聖，所以，必不得進神所賜的迦南地。吩咐磐石出水，是磐石裂開；磐石不可

能自動裂開。 

註：曠野的磐石有時是石灰岩的整座山，裡面是個大水庫。一般人不知道裡面有水。

摩西曾擊打磐石，就有許多水流出來，出 17：6。 

 

3／27 三  民數記二十章 14~21  以東王拒絕 

曠野四十年已經結束了，現在要一步步邁向神向列祖所應許的地。 

一、v14~16 使者先說什麼？我順從聖靈帶領，表達善意嗎？ 

答：因為以色列人與以東人是兄弟，應讓以色列人經過；埃及人惡待以色列人，耶

和華救他們出埃及，基於同情弱者，應讓以色列人經過。他們現在位於加低斯，

無意與以東人爭戰，若爭戰不會讓對方知道自己的位置。 



 -7-

本週靈修 

註：以掃雖曾與雅各相爭，最後和好。以東人是以掃的後代。 

二、v17~19 提出什麼請求和保證？我清楚說明，除去他人的疑慮嗎？ 

答：請求以東王從以東地經過，他們不走田間和葡萄園，不會傷到田間作物；只走

大道；若喝井水，必定給價錢。 

三、v20~21 以色列人怎樣處理拒絕？我順從神，離開爭執，不與人相爭嗎？ 

答：以東王拒絕，並率領許多人出來，要攻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轉去，離開。 

 

3／28 四  民數記二十章 22~29  亞倫離世 

一、v23~26 耶和華說什麼？我能坦然面對死亡嗎？ 

答：亞倫必不能進耶和華所賜之地，因為在米利巴水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摩西要

帶亞倫和他兒子以利亞撒上何珥山，亞倫要把聖衣脫下來給以利亞撒，他必死

在何珥山。 

二、v27~28 摩西等人怎樣行？我求主賜智慧，把工作交接好嗎？ 

答：摩西按耶和華的吩咐行。三人在會眾面前上何珥山。摩西把亞倫的聖衣脫下來，

給以利亞撒穿上。亞倫就死在山頂，摩西和以利亞撒下了山。聖衣是神的，不

是亞倫的，他必須按吩咐交給以利亞撒。 

三、v29 以色列全會眾如何？我記得別人給我的好處嗎？ 

答：全會眾因亞倫死了，為亞倫哀哭三十天。百姓記念亞倫生前為他們獻祭，也曾

為他們禱告，止息瘟疫。 

 

3／29 五  民數記廿一章 1~3 亞拉得王 

一、v1 亞拉得王怎樣行？我天天儆醒禱告，不給罪惡誘惑機會嗎？ 

答：住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聽說以色列人從亞他林路來，就主動攻擊以色列人，

俘擄了幾個以色列人。俘擄的下場悲慘，終身被虐待。人生必然有戰爭，需要

儆醒禱告，不給仇敵機會。 

二、v2 以色列人怎樣回報？我知自己有限，求主賜力量，爭戰得勝嗎？ 

答：以色列人面對弟兄被俘，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必須打勝仗，救回弟兄。就向

耶和華許願，若耶和華將仇敵交在他們手中，就要毀滅仇敵所有的城。 

三、v3 結果如何？我信守承諾，除去一切罪惡嗎？ 

答：耶和華應允了以色列人的許願，把迦南人交給以色列人。他們就按所許的願，

毀滅仇敵所有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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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六  民數記廿一章 4~9  仰望銅蛇 

一、v4~5 路難行，百姓如何？我因困難心裡煩躁埋怨，或到神面前禱告？ 

答：因路難行，百姓心中非常煩躁，就埋怨神和摩西，把他們領出埃及，要使他們

死在曠野。曠野沒有糧，沒有水，他們心裡厭惡淡薄的食物嗎哪。 

二、v6~7 埋怨後果如何？我求主賜力量，禁止自己埋怨嗎？ 

答：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死了許多人。百姓到摩西那裡，承

認自己埋怨有罪，請求摩西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 

三、v8~9 被蛇咬的，怎樣可以得救？錯誤後，我立刻回到神面前認罪悔改？ 

答：摩西按耶和華的吩咐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悔改，一仰望

銅蛇的，就活了。銅蛇預表基督，基督耶穌有人的身體，但沒有罪。他釘十架

被舉起，相信他的人罪就得赦免，約 3：14。 

 

3／31 日  民數記廿一章 10~20  到達摩押谷 

一、v10~20 以色列人怎樣前行？我順從聖靈，平安往前行嗎？ 

答：從阿伯起行，安營在以耶．亞巴琳。又從那裏起行，安營在撒烈谷。從那裏再

起行，安營在亞嫩河的另一邊。又從那裏起行，到了比珥。再往瑪他拿去，從

瑪他拿到拿哈列；從拿哈列到巴末；從巴末到摩押地的谷，又到那可以瞭望曠

野的毗斯迦山頂。因為雲柱火柱的引導，站站往前行，沒有錯誤。 

二、v13~15 怎樣描述亞嫩河？在人生的曠野，我求神賜恩典，有平安嗎？ 

答：亞嫩河在曠野，從亞摩利人的境內流出來。河的北邊是亞摩利人，南邊是摩押。

曠野有河是神的恩典。 

註：亞嫩字義是湍急的溪流。由東部亞摩利人之地經阿拉伯高地，注入死海。 

三、v16~18 為何那地叫比珥？我順從聖靈工作，得到神的恩典嗎？ 

答：比珥的意思是井，耶和華吩咐摩西招聚百姓，要給他們水喝。首領和尊貴人用

杖去挖掘，就得這井。這井沒挖得很深，就有水；因為耶和華知哪裡有水源。

他們喝了，就感恩唱歌：井，湧上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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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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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6 月成人主日學課程介紹 

信仰講座班：道路、真理、生命  (A)9:30〜10:30、(B)11:00〜12:00  405 室 

    一生能有幾回選擇？結婚、選擇職業、買房子，算是自己可以決定的幾件大事

了，其餘者甚至如聯考也未能讓你自己選擇。其實能自己決定有時未必是好事，因

為您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否是最好的。然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每個基督徒都

可以告訴您：信耶穌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是無悔的選擇。其中的原因只有您來聽了

才能明白，也惟有您願意相信才能經歷。信仰講座每三個月循環開課的方式，有系

統完全的將耶穌介紹給您。這是關乎您一生的重要課程，請把握機會！ 

（教師：康尚文、邱玲玲） 

 
信徒造就 A 班：基要真理  9:30〜10:30  403 室 

    重生、稱義、成聖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什麼分別？為什麼聖經要用這些詞句呢？

困惑嗎？這一季課程就是要幫助你，走出困惑。 

從古到今中國式建築不論蓋得多大、多雄偉，高度最多到三、四層樓，再也無

法向上發展。而西式建築不是三、四層，而是二、三十層，甚至突破百層。為什麼

有那麼大的差別呢？原來西式建築用鋼骨、鋼筋水泥，建立整體架構；中式建築用

木材。木材支持力有限，不能建立足夠堅固的架構，永遠無法突破高度限制。同樣

的，沒有神學思想架構的信仰，只能在有限範圍內打轉，缺乏向上提升的基礎。 

本課程是重要基礎課程，也是基礎系統神學課程。對三一真神、救恩及信徒生

活有重要的講解，使你逐步建立信仰架構，打下信仰基礎。內容包含認識聖父、聖

子、聖靈、稱義、成聖、主耶穌再來等重要真理。不論你信主多久，只要希望建立

系統神學架構，都歡迎您參加。 

（教師：程世光、紀博文、王紫珩、宋玉琪、陳玉慧） 

 
信徒造就 B 班：教會生活   11:00〜12:00  404 室 
    教會是神的家，是溫馨相愛的團體，你可以在此，享受愛，並付出愛。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可以在此，尋見真理，並不斷向上成長。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你可以在此，順服基督，與眾聖徒一同事奉神，榮耀神。 

  教會是神的殿，你可以在此，敬拜神，並被建造雕塑，成為合神心意的靈宮。 

你願享受神的愛、明白真理、喜樂的事奉和靈性的更新嗎？歡迎參加，願你擁有一

個愉快的教會生活。（教師：金珍麗、黃光含、程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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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進深班：深知所信  9:30〜10:30  404 室 
以色列人能進流奶與蜜的迦南地，是經過戰爭得勝才進入。同樣的，主耶穌所

應許豐盛的生命，也是經過屬靈爭戰才能得著。 

現今世代邪惡，世事多變，在我們的生活中，一定不斷的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挑戰、考驗、試探、熬煉、甚或打擊、苦難來到。缺少信心者，面對爭戰，就容易

懷疑、動搖、沮喪、發怨言，漸漸冷淡退後，甚至遠離主。有信心者，就能不看環

境，單單信靠、順服這位慈愛信實的主，進入安息，停止憂鬱、過得勝的生活，彰

顯主榮美。 

要能有信心，就需真認識、深知所信的對象及內容，並從經歷中去體驗。要能

得勝，就需明白仇敵的技倆有哪些，熟悉自己手中的兵器，擊中對方的要害，唱出

凱歌。本課程所要教導的便是如何過有信心及得勝的生活，好叫基督徒的靈命，生

根建造，信心堅固，不斷成長。（教師：邱玲玲、王子光） 

 

舊約班：以西結書  8:00〜9:00  403 室 
上一季我們講解先知以西結，在被擄的巴比倫，看見耶和華榮耀的形像，並且

奉命用側臥少食、剃髮…等預言耶路撒冷必因罪惡毀滅。本季將從第九章開始逐章

逐節講解，歡迎參加。（教師：程世光、王寓文、申耀斌） 

 
新約班：哥林多後書  11:00〜12:00  407 室 
    哥林多後書是最具保羅自傳性的一卷書，對保羅在事奉的挫折痛苦和喜怒哀

樂，多有描述。哥林多教會是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所建立的，他對這教會充滿了愛，

為著教會中不肯悔改的人憂愁、掛心，為著教會容忍罪惡流淚痛苦，當教會屬靈情

況好轉時，就為他們高興。雖然如此，哥林多教會卻接納了一些假使徒，他們不但

自誇自傲，並且任意批評保羅，說他「氣貌不揚，言語粗俗」沒有超然的靈界經歷，

不是使徒。意圖破壞保羅的形像和權柄，進而把信徒帶離真理，走向異端。保羅為

了教會走在真理中間，不得不起來，為他使徒的職份辯解。上一季我們講完第五章，

本季將逐章逐節講完全卷書，歡迎參加。（教師：程世光、唐立權、章文箴）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詩篇十九篇 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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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日本】林婷宣教士 
    【掙扎】去年 10 月我回台灣做定期追蹤檢查，在等檢查結果出來之前，回高雄
陪伴母親。我母親目前因帕金森症而肌肉僵硬變得行動不方便，必須坐輪椅，而且
她的記憶和認知能力也不斷地在退化。 

當我得知我的檢查報告數值一切正常，準備要再回日本宣教工場之時，告訴了我
母親「媽媽，我下週要回日本了，妳要多保重。」她看著遠方嘆了一口氣說「我很
沒伴（台語意思是：我很孤單）」我聽了心好痛，跟上帝呼求「主啊！我可不可以留
下來陪我母親？」但神給我的話語是「這是至暫至輕的苦楚」我只好含著淚跟母親
說「這些身體的病痛和分離的痛苦是短暫的，我們要忍耐。」 

回到日本之後，開始忙服事。11 月下旬探訪湯木阿嬤時，透過抄寫聖經經句跟
她分享上帝的愛與人的罪。那一天她與我一起做接受耶穌的決志禱告，禱告完後，
我問她：「現在耶穌在哪裡？」她清楚地回答：「在我心裡。」 

那天開車回家，我心中充滿喜樂，一路上感受到天上的天使在唱歌，因為又有一
個日本人得救了。晚上晚禱，我為湯木阿嬤感恩時，想起了我母親，也想起英文詩
歌「Thank you」中的景象。我想將來在天堂，湯木阿嬤會走到我母親面前握著我媽
媽的手說：「謝謝妳讓妳女兒到日本跟我分享上帝的福音，所以，現在我可以在這裡。」
那時，我母親應該會諒解我沒有留下來陪她的理由了吧。 
【感恩與代禱】 
1、感謝主，91 歲的湯木阿嬤決志相信耶穌！求主堅固她的信心，引導她更進一步願

意受洗成為主的見證。 
2、又到了 3 月，今年是 311 地震海嘯後滿 8 年，日本政府機關將在各地舉行鎮魂追

悼會。我們相信真正的安慰與盼望是從上帝而來，所以，教會安排了幾場聚會，
求主透過每個聖經信息和音樂安慰再安慰傷痛的心靈。3/5 在仙台港南家教會有
追悼禮拜和音樂會。3/10 在鹽釜教會上午有「感謝生命禮拜」，下午有「311 希
望音樂會」。3/11 在仙台青葉莊教會有「東日本大震災追悼記念禮拜」及在女川
有追悼記念會和「愛與希望音樂會」 

3、請為 3/28～4/4 將有從石牌聯合四堂來的福音隊在七浜服事禱告。求主使用福音
隊賜福我們在七浜地區的教會開拓。 

4、請為我們每月一次在仙台久保田集會所的茶會禱告。在這附近社區居民都是 311
地震海嘯的受災戶，大都是我們所關心跟進的對象。一個月一次的聚集，我們提
供茶點、歡唱歌謠、互動遊戲……等等，每次在結束之前由我使用一段經文短講
5 分鐘。求主賜福每次的茶會，更求主使用每一次的信息短講，開啟來參加的居
民們的心眼認識耶穌真神。 

5、去年 12 月在山形藏王教會第一次華語崇拜，有 20 多人參加，當中有華人也有日
本人，充滿感恩。求神差派工人來幫助、牧養山形這一群講華語的日本人。 

6、請為照顧我衰弱失智母親的大姊禱告，求主加添她照顧的心力並將救恩賞賜給她。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四 17） 

感謝主，一切的痛苦都是至暫至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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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

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一百廿七篇 1 節) 

綜合消息： 

清明掃墓建議程序 

一、清掃墓地，清洗墓碑，插上鮮花。 
二、追思禮拜程序 
（一）唱詩：奇異恩典（讚美 337） 
（二）禱告 
（三）讀經：林前十五 50~58 或 

帖前四 13~18 
（四）追思與分享： 

1 自選詩歌，記念故人。 
2 追述故人行誼美德。 
3 為在世親人禱告。 

（五）唱詩：同聚在美地（讚美 144） 
（六）祝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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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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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黃光含傳道，南京堂分

機 31。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四到六月課程：請參看週刊第 9

〜10 頁課程簡介及夾頁報名表，填妥後請投

入奉獻箱。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4/11（週四）19:30 南京堂，

由龔天行弟兄主講：打造職場上最好的你，

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親職讀書會—從零歲開始 

歡迎準父母、新手父母參加！ 

時間：4/14、21、28 主日 11:00~12:00 

上課地點：402 室 

報名：主日至搖籃班教室洽楊玲美姊妹 

 

講台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