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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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日  第 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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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讚美 34  讚美 34  讚美 34  讚美 34 
禱告…  張緯綸  陳家恩  周純如  吳玉芳  詹啟聖 

獻詩…     親近更親近 世上的光 
啟應…  詩 85 篇  詩 85 篇  詩 85 篇  詩 85 篇  詩 85 篇 

頌讚…  讚美 182  讚美 182  讚美 182  讚美 182  讚美 182 

讀經…  尼八 1~12 尼八 1~12 尼八 1~12 尼八 1~12 尼八 1~12 

講題…  信仰再升級 信仰再升級 信仰再升級 信仰再升級 信仰再升級 
證道…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頌讚…  讚美 175  讚美 175  讚美 175  讚美 175  讚美 175 

祝禱…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司琴…  余允中  羅家懿  張文慧  徐四平  關至皓 

招待…  蔡俊沛  連素玲  陳家恩  王秀美  黎智雄 

  林玉蓮  劉珊如  陳家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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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川生  汪川生  程世光  程世光  龍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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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活水團契詩班獻詩（第二堂）：親近更親近 

親近更親近，近主心懷！親愛之救主，引我近前來！ 
雙手護持我，靠祢胸前，如在穩靜港，掩蔽我平安， 
親近更親近，我有何能？有何堪奉獻，而承主恩情？ 
惟攜我憂傷、痛悔心靈，求主以寶血，完全洗潔淨。 
親近更親近，我惟屬主，罪惡與愚行，甘心全脫除， 
撇下罪中樂，驕傲炫誇，惟要得救主，誇主十字架。 
親近更親近，終生親近，直到榮耀裡，我錨已拋穩， 
親近更親近，永遠親近，無論到何時，與主還相親。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世上的光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人點燈是放在燈臺上。 

人們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能照亮一家人。 

你們的光照在人前，叫人家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要作鹽，要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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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兒主預備 6.16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葡萄樹的比喻 
   青少年聚會 高中: 3 story 4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新生命 
  下午 2:30 週日大專團契 查經    信徒造就 A 班 

基要真理 效法基督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6.10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靈命進深班 

深知所信 
勝過肉體 6.12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6.13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個人靈修分享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新生命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信徒造就 B 班 

教會生活 教會的真理 
  晚 7:00 社青團契 短期宣教    

6.15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查經    新約班：哥林多後書 使徒的憑證 B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六月份查經內容 
詩篇二十篇 
詩篇二十㇐篇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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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愛的生活  約十三34～35、徒二44～47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道路、真理、生命  約十四 1~7 

6.10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無知的財主  路十二 13~21 
6.11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祝福兩孫  創四十七 7~10、四十八 1~22 

  晚上 7:30 石⾧豐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6.14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陶孟華  36 組林口  幼稚班 惡人獻計  以斯帖記三 

   新安: 21 組 303  22 組 301  29 組 305  34 組 302  低年級 醫治的能力  徒三 1~16 
6.15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中年級 最強啦啦隊  書二 1~24、六 1~27 

  下午 2:30 17 組 203  高年級 祝福兩孫  創四十七 7~10、四十八 1~22 
  下午 3:00 石美姬  24 組新安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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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耶和華（中） 

 

康來昌 

讀經：以賽亞書十一章 9 節

希臘人包括蘇格拉底說，最重要的

事就是認識你自己。我想現在不認識主

的人也會自己做一些評估表，我是一個

怎麼樣的人。我想這些評估表也許有他

的價值，不過如果你不認識神，你沒有

辦法認識你自己。如果你不認識神的偉

大，你不認識人的偉大，你也不知道自

己的偉大在哪裡。如果你不認識神的偉

大，你也不知道自己虧缺了上帝多少的

榮耀。「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

是雲」，你如果沒有看到美麗的風景，

你看到一點小花小草，覺得好漂亮，我

們會說沒有見過世面。你如果沒有看過

所羅門的榮華，你看到了之後魂不守

舍，我們說是鄉下人。殊不知主耶穌告

訴我們，「所羅門最榮華的時候，比不

上這小花一朵」。認識上帝，我們會看

到自己的渺小，也會看到自己的偉大。

渺小，是我們太微不足道；偉大，是上

帝把這麼厚的恩典，白白賜給我們，我

們就會感恩、我們就會認罪，我們就會

謙卑，我們就會不驕傲。但是我們也不

害怕，我們知道有真理，因此真理叫我

們得自由。我們知道我們常常違背真

理，因此我們常常認罪悔改。基督徒需

要認識主，非基督徒需要認識主，人的

問題在於不認識上帝。不是你成為基督

徒了，受浸了，歸入主的名下了，在教

會事奉了，甚至你作宣教士了，甚至你

作牧師了，你做了很好的牧者、長老、

宣教士，甚至多年傳講主的福音，見證

主的道，甚至你多年活在認識主當中，

並不一定保證你下一秒鐘還認識上帝。 
晚節不保的人很多，曾經認識主，

後來說我不認識祂的人也有，彼得就曾

經犯過這個錯誤。我們需要不斷的在聖

靈和上帝的話的光照中，更加認識耶穌

基督，更加認識神的一切美好。我們愈

認識祂的美好，再一次，我們愈感恩，

愈謙卑、愈平安，愈喜樂，也愈不自大，

我們會看到自己種種的罪惡。但是不會

停在這裡，我們看見神對我們的赦免和

恩典，在撒母耳記上二 12 有一句很難過

的話：「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

識耶和華」，以利的兩個兒子是祭司，

以利的兩個兒子熟悉上帝的話，熟悉祭

司所要做的工作，熟悉約櫃帶領以色列

人得勝的事情，他都知道，但是他並不

認識上帝。他都知道，他會奉耶和華的

名祝福，他會講上帝的話語，但是他們

不認識耶和華。我們求神憐憫我們，讀

經、禱告、聽道、事奉主，我們都在聖

靈的光照之下，認識上帝的美好，好叫

我們知道我們是何等的幸福；好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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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們的虧欠是何等的大；好叫我

們謙卑但不是懦弱，好叫我們勇敢但不

是狂妄。再一次說，人的一切苦來自於

不認識上帝，人一切幸福來自認識上帝。 
約翰福音十七 3：「認識你─獨一的

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有一個觀念，我不知道

怎麼表達是最恰當的，希望我以下的表

達是正確的，各位也聽得正確。在我們

華人教會裡面，常常把知識和生命對

立。這有聖經的根據，知識叫人自高自

大。這個是對的，不過我們也要小心，

在聖經裡面並不只是有知識和生命對

立，或是智慧聰明與生命對立，也有非

常一致的地方。像我們剛才引用的聖經

約翰福音十七 3 中的「認識」，這是一

種知識，認識就是生命，就是永生，認

識真神。這當然不是我們人憑著自己本

事能做到的，這是聖靈的光照。在聖經

裡面有些經節，幾乎是把智慧知識和生

命畫上等號。 
如果再講的大膽一點的話，伊甸園

那兩棵樹，知識樹和生命樹，就某個意

義來講是一樣的。就某個意義來講，當

你違背了上帝的話，你吃了知識樹的果

子，因為你違背上帝的話，你沒有知識。

因為你違背上帝的話，你也沒有生命。

得著正確的知識就是得著生命。有一些

經文特別跟各位分享一下，箴言三 18：

「他與持守他的作生命樹；持定他的，

俱各有福。」這裡的「他」，從上下文

來看，就是知識，就是智慧，有知識有

智慧，持定知識，持定智慧，就持定了

生命。箴言三 2：「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

子，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你。」「他」

也一樣是智慧，他必作你的生命，當你

有智慧的時候，就有生命。箴言八 35：

「因為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也必蒙

耶和華的恩惠。」這裡的「我」，就是

智慧。傳道書七 12：「因為智慧護庇人，

好像銀錢護庇人一樣。惟獨智慧能保全

智慧人的生命。這就是知識的益處。」

惟獨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這就是

知識的益處，有對神的認識，有出自上

帝光照的認識，就真有生命，這個生命

是聖潔良善，令人喜悅的。 
這兩天我和康師母在談一個宣教士

的見證，談到神的偉大，談到神對我們

豐富的愛，數不盡的愛。我就想到，不

管我們是長老、是執事、是牧者，是神

學院教授，是信主多年的，或是剛剛信

主的，我們都可能在頭腦上知道得愈來

愈多，可是對上帝的認識愈來愈少。路

加福音裡那個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

穌的腳，用嘴親耶穌的腳，用眼淚哭濕

耶穌的腳。那個女人做了許多不得體的

事，耶穌也讓她做了這些不得體的事。

我不知道那些事情的詳細情形是如何，

路加福音在講這段「有罪女人用香膏抹

耶穌腳」的時候，跟抹大拉的馬利亞抹

耶穌的腳，有一點像，抹耶穌很像，但

是兩個事情又好像是不同人、不同地點

做的。這裡面有什麼關係？我們且不去

談他，我要說的是，有人對耶穌有非常

不當的舉動，她的眼淚哭濕了耶穌的

腳，這已經是不太可思議了。各位姊妹，

你們很會哭，你們會哭到眼淚把別人的

腳都弄濕了嗎？這是很希奇的。我也不

知道在任何的場合中，那是一個公開的

場合，怎麼耶穌會允許？任何人會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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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一個女人抱著耶穌的腳在那裡哭，

然後用嘴親他的腳，用頭髮抹香膏擦他

的腳，怎麼會這樣？這樣讓一個有罪的

女人親近，是多麼不恰當！ 
請耶穌吃飯的西門，心裡也是這樣

想，這個人實在是不恰當，他怎麼會這

樣子？耶穌就說了，西門，我問你一件

事情：有一個人，有兩個人欠他錢，我

們講差距大一點，一個人欠一千兩銀

子，另外一個人欠一兩銀子，他都免了

他們的債。你想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

他？我舉另外一個例子，你走在街上，

發現你的小拇指被刮傷了，你到藥房問

有沒有 OK 繃，我買一盒。藥房老闆很

好，說，你這點小傷，不用買一盒，我

幫你貼一塊就好了，你就謝謝他，就結

束了。如果你的兒子，得了癌症、不治

之症，需要開大刀。在許多先有的治療

之後，開了大刀，大刀開了十幾個小時，

最後醫生從手術房裡出來，非常疲倦、

非常累，跟你說：陳太太，手術非常艱

難，不過你的兒子被救回來了。同樣都

是幫忙，一位給你貼了一個 OK 繃，一

位把你兒子救回來了。當你聽到醫生把

你兒子救回來的時候，你會怎麼謝他

呢？你可能抱住他說：林大夫，謝謝你，

你救了我兒子的命，我真是沒齒難忘，

我將來要如何做牛做馬來謝謝你呢！可

是當人家幫你的手貼 OK 繃的時候，你

不會抱住他說：這位老闆，你救了我的

命，我將來要如何做牛做馬來謝謝你

呢！那不過是一個 OK 繃的恩典。當你

覺得你沒有罪，或是只有一點罪，只有

一點小錯，你不太需要耶穌，或是有一

點需要耶穌，你對耶穌所表現出來的愛

和感謝，是很淡的。你欠耶穌一毛錢，

一塊錢。祂免了，你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當你知道你欠了耶穌多少，當你知

道耶穌給了你多少，當你知道耶穌赦免

了你多少，當你知道耶穌的豐富和美

好，而你虧欠的時候，你是非常的痛苦

難過，像那位有罪的女人，你對這位免

了你債的人，也有極大的感謝。 
今天教會的問題、每個基督徒的問

題、甚至世人的問題，就在這裡：我們

不知道這位上帝，我們也就不知道我們

自己，我們不知道上帝給了我們多少好

處，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虧欠了祂多少，

我們仍然不知道祂對我們有多少的赦

免。憑著我們的感覺、憑著我們的環境，

我們覺得上帝還頗虧欠我的。 
求主幫助，我們需要聖靈不斷光

照，使我們知道，主是多麼的美好。你

要知道主的美好，你要知道自己的罪

惡，只有兩個辦法，都不可以少：一個

是耶穌的十字架，你要認識耶穌的十字

架；另外，你要認識上帝，你需要有聖

靈。要認識上帝，要繼續不斷認識上帝，

要認識我們，要繼續不斷認識我們自

己，要正確的認識，使我們活得更好。

我們需要神的話和神的靈。 
所以，以賽亞書十一 2 這裡講到一

位蒙神恩典的人。當然這裡是預言了彌

賽亞，但是也可以指著教會整體，以賽

亞書十一 2「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

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我

們需要這樣的靈，我們需要聖靈，我們

需要耶和華的靈在我們身上，讓我們有

聰明智慧、有謀略能力、有知識。這一

切的根本，是需要聖靈讓我們，聖靈繼

續讓我們，而且聖靈愈來愈深讓我們，

敬畏耶和華。（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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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題目―申命記 

6／10 一  申命記十一章 18~25  當遵行耶和華的話 
一、v18~21 怎能世世代代子孫繁多？我把神的話存在心裡，留意遵行嗎？ 
答：把神的話存記在心裡，留在意念中，常常遵行，有好榜樣。神的話要繫在手上

作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提醒自己遵行。又教訓子女遵行，無論在那裡都要

談論，使子女明白並遵行神的話；又寫在門框和城門上，大家都遵行。 
二、v22~23 怎能得到仇敵的地？我專心倚靠神，勝過罪惡、肉體嗎？ 
答：若留意謹守遵行耶和華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行祂的道，專靠祂。祂必趕

出這一切國民，就是比你們更大更強的國民，你們也要得他們的地。 
三、v24~25 所到之處如何？我相信遵行神的話，必得著神所應許的福嗎？ 
答：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必無一人能在你們面前站立得住；耶和華必

照祂所說的，使懼怕驚恐臨到你們所踏之地的居民。腳掌所踏之地，是耶和華

應許之地，不是自己選擇的；遵行神的話，神的應許就必實現。  
 
6／11 二  申命記十一章 26~32  禍福之道 
一、v26~27 怎樣可以蒙福？我相信遵行神的話，就必蒙福嗎？ 
答：聽從耶和華的誡命，就必蒙福。 
二、v28 怎樣必定遭禍？我求神賜力量，遠離偶像、罪惡嗎？ 
答：不聽從耶和華的誡命，偏離祂的話，去事奉敬拜別神，就必遭禍。 
三、v29~32 得到應許之地後，當如何？我讀神的話語，清楚禍福之道嗎？ 
答：進入得到應許之地後，要把祝福的話陳明在基利心山上，咒詛的話陳明在以巴

路山上。因為每人都宣讀，祝福的話和咒詛的話，自己很清楚知道禍福之道；

聽見別人一同宣讀，知道必須謹守遵行耶和華的律例典章。 
 
6／12 三  申命記十二章 1~14  惟一敬拜耶和華的地方 
一、v1~4 要除掉什麼？我除去一切偶像、符咒、靈異的器具和書籍嗎？ 
答：要毀壞高山、小山、青翠樹下拜偶像的地方；也要拆毀偶像的祭壇，打碎柱像，

焚燒木偶，砍下雕刻的偶像，除滅偶像的名。不可照他們拜偶像的方式，事奉

耶和華。 
二、v5~12 當去哪裡獻祭？我按神的心意，到信仰純正的教會敬拜嗎？ 
答：要去耶和華立為祂名的居所，獻燔祭、平安祭…給耶和華，求問耶和華，並在

祂面前歡樂。 
三、v13~14 當謹慎什麼事？我拒絕自以為是的敬拜嗎？ 
答：謹慎，不可在自己看中的地方獻燔祭。那裡沒有耶和華的祭司，不能獻祭。惟

獨往耶和華選擇的地方獻燔祭，遵行耶和華所吩咐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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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四  申命記十二章 15~32  吃肉的條例 
一、v15~20 吃有什麼規定？我存感恩的心，享受神所賜的食物嗎？ 
答：可在各城隨心所欲吃肉。但要獻給耶和華的五榖、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牛羊

頭生的，許願的、甘心獻的，都要在耶和華選擇的地方。獻給耶和華後，全家

一同吃，在耶和華面前歡樂。 
二、v21~28 吃肉時，血如何處理？我明白真理，並謹守遵行嗎？ 
答：要心意堅定，不可吃血，因為血是生命；不可將血與肉同吃。不可吃血，血要

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樣。 
註：吃血是異教風俗之一。 
三、v29~32 得地後，要怎樣謹慎？我恨惡異教邪惡的敬拜方式嗎？ 
答：不可隨從當地人的惡俗，陷入網羅；也不可求問他們的神明，不可照他們事奉

偶像的方式，事奉耶和華。因為他們拜偶像，作了耶和華所憎嫌恨惡的一切事，

甚至把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獻給他們的神明。 
 
6／14 五  申命記十三章 1~11  除去假先知 
一、v1~3 可能有什麼試驗？我禱告按聖經原則，分辨真假嗎？ 
答：可能有人自稱先知或做夢的起來，顯個神蹟奇事，引誘你們去事奉敬拜不認識

的別神。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也不可聽，因為是耶和華試驗你們，是否

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 
二、v4~5 應當處理假先知？我靠主勇敢除去錯誤嗎？ 
答：要順從耶和華，敬畏祂，謹守誡命，聽從祂的話，事奉祂，專靠祂。那先知或

做夢的既悖逆耶和華，引誘拜別神，就要把他治死。這樣就把那惡除掉。 
三、v6~11 怎樣處理敬拜別神的誘惑？我拒絕一切誘惑，靠主除去誘惑嗎？ 
答：若有同胞弟兄、兒女、妻子、知己朋友暗中引誘你去事奉不認識的別神。你不

可附和，不可聽從；不可顧惜，不可憐憫，也不可袒護他。你要先下手，眾民

也下手，用石頭打死他。眾人聽見就懼怕，不敢再行這樣的惡。敬拜別神，必

定行惡，靈魂走向滅亡。 
 
6／15 六  申命記十三章 12~18  除去拜偶像的引誘 
一、v12~14 聽見可憎的事，當如何？我謹慎，尋求事實的真相嗎？ 
答：有些匪徒從某城出來，勾引你本城的人，要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神，不

事奉耶和華。你就要探聽，調查，仔細訪問，是否有這耶和華所憎惡的事。拜

偶像是耶和華所憎惡的事。 
二、v14~16 怎樣處理盜匪之城？我勇敢對付罪惡嗎？ 
答：盜匪既引誘別人拜偶像，所住之城必全城拜偶像。既然全城拜偶像行耶和華所

憎惡的事，又勾引別城的人拜偶像，他們不可能悔改了；就要用刀殺盡全城居

民，財物堆積在街市，在耶和華面前燒盡，使城變為廢墟，不可再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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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17~18 怎樣處理當滅之物？我毀滅當毀滅的，討神喜悅嗎？ 

答：當毀滅的物一點不可留在手中，好使耶和華轉回，不因這城的罪惡發烈怒。反

而向你施恩，憐恤，使你人數增多。因為你聽從耶和華的話，遵守一切誡命，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6／16 日  申命記十四章 1~21  聖潔的子民 

一、v1~2 不可作什麼事？為什麼？我拒絕靈異、異教風俗，追求聖潔嗎？ 

答：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這是殘忍的；也不可將額上剃光。這些都是異教風俗，

要與邪靈打交道。因為你是屬於耶和華的聖潔子民，耶和華從萬民中揀選了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二、v3~20 吃牲畜、水中之物和鳥有什麼原則？我忌口，不吃不該吃的嗎？ 

答：牛、羊…蹄分兩瓣又反芻的是潔淨的，都可吃；水中有翅有鱗的都可吃；鵰、

鷹等肉食的鳥都不潔淨，不可吃。有翅膀爬行的物不潔淨不可吃。 

三、v21 不可吃什麼？我順從神，在飲食上聖潔嗎？ 

答：自死的都不可吃，因為你屬於耶和華，為聖潔的民。不可隨從異教用山羊羔母

的奶煮山羊羔，以為這樣更有能力。母羊的奶是為山羊羔，用奶煮山羊羔有殘

忍血腥的暗示。 
註：自死的動物可能因為生病或不明原因。非洲某部落人分吃自死的牛，卻都中毒，

因為這頭牛被眼鏡蛇咬死。 

 

講台筆記 

 

 

 

 

 

 

 

 

 

 

 

 

 

 



 -9-

福音腳蹤 

參加 2019 年魚池福音隊見證感言 
陳玉慧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一 16a）而「廣傳福音，建立

教會」正是本堂從聖經中所領受的使命和異象。 

感謝神，相隔十多年的今天，我再一次地參加長青魚池福音隊，心中充滿著期

待與感恩！ 

出發之前，我們團隊經過多次的集訓和獻詩排練，5/15 上午在王寓文長老的祝

禱和蘇義雄長老的帶隊下，兵分三部車直駛南投美地，國道上晴空萬里、風光明媚，

我們盡享台灣之美…。 

來到南投，分別在埔里基督教醫院和魚池禮拜堂兩地傳揚福音，暫離台北塵囂，

來到這闊別多年的老地方，好久不見了..埔里！ 

南投埔里是一個好山好水的美麗土地，新鮮的空氣，青翠的山景和純樸的村民，

放眼望去這優美的景色，怎不教人神往呢？ 

第一天下午 5/15，我們來到埔里基督教醫院服事，與病友們一起聯誼、福音隊

員唱了 4、5 首台語詩歌，帶領作健康活動，陳玉慧傳道分享個人生命見證，會後我

們與他們個別交談分

享主愛，也為他們禱

告。同時間，外面正豪

雨狂下，但我們卻渾然

不知，哈利路亞！感謝

讚美主，祂讓我們心無

旁騖地全心投入敬拜

與服事中，當天有 4

位決志信主，後續魚池

禮拜堂楊錫助傳道夫

婦會跟進關懷他們，將

一切榮耀歸給神！ 

                              埔里基督教醫院獻唱台語詩歌 

第二天上午 5/16 約 9 點鐘，年長的帥哥和美女們已緩緩都走進魚池禮拜堂，我

們感受到他們的熱情與接待，果真在主裏是一家親！上午 10 點我們團隊帶領會眾來

敬拜神，藉著詩歌帶動唱，神的愛在台上、台下走動，不論是唱福音詩歌、手指肌

肉操，以及許世妹傳道分享生命見證，都很激勵人心，全場充滿了歡樂的氣氛，我

們一同見證神的偉大與奇妙。非常感謝神，垂聽我們眾人的禱告，賜福我們一行 13

人在主裏有非常和諧、喜樂的服事，在 Line 群組中，我們仍然保持連結與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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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帶給我在這事奉中的一些省思與感恩： 

感謝神，長青魚池福音隊當年草創的宗旨，因看見本堂年長的信徒們雖然是銀

髮族，但老當益壯啊，可以為主所用，尤其在廣傳福音的事上理應當仁不讓。 

初期（1995 年）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在南投成立「魚池福音中心」，願神的救

恩臨到這地。而本堂也積極參與偏鄉的福音宣教，鼓勵主內肢體參加魚池福音隊，

向他們傳福音。到了 1999 年發生 921 大地震，南投地區災情慘重，許多當地居民在

驚恐害怕之餘，又面對失去親人的悲痛，整個南投地區彌漫在悲傷的情緒中。除了

台灣各地，還包括世界各國也都集資救援這個重災區，共同協助醫療救護、災後重

建和災難防範等等的工作。這更加深本堂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們對南投居民靈魂得

救的負擔，眾志成城在聖靈感動之下，許多人都投入傳福音的行列中。 

本堂年長者每年的 5 月都會自組福音隊，前往南投魚池與魚池教會牧者同工，

一起配搭服事，探訪當地的年長者，並向鄉民宣揚福音。 

光陰似箭，時光没有留白，數算這走過的歲月，至今已有 14 個年頭（從 2005

年迄今）感謝神，一路引導，因著我們的堅持，忠心委身在這地，與當地居民建立

起美好的關係，也與魚池禮拜堂奠定了深厚的情誼。 

為了福音的緣故，神讓我們相聚在這裏，一同為主作工，一起同享事奉中的喜

樂與甘甜，甚願神的愛繼續感動弟兄姊妹們，承先啟後不負所託，加入廣傳福音的

隊伍中…來吧，不要遲疑！ 

哈利路亞，惟願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 

於魚池禮拜堂，帶領長者唱歌及手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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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泰國政局】 

兩年前「拉瑪九世」蒲美蓬過世，瓦吉拉隆功正式繼位，開啟了泰國王室的新

時代。泰國於 5/4 舉行新國王「拉瑪十世」瓦吉拉隆功加冕儀式成為新的泰王。 

泰國於 3/24 舉行眾議院大選，選舉委員會 5/7、8 宣布眾議院選舉結果，共有

27 個政黨近 500 人進入眾議院，創下歷史紀錄。泰王瓦吉拉隆功 5/24 主持開幕儀式，

隨後參議院開議，選出參議院議長蓬碧，5/25 眾議院舉行會議，選出前總理乃川當

選眾議院議長。按照日程，參議院議長和眾議院議長產生後，兩院議員將於近期選

出新一任政府總理。 

因著新國王加冕，可能會有大赦的機會，我每個月固定到女監事奉，有姊妹可

望因而得以提前出監，家人也能趁機探監，為我有機會能與受刑人的家屬碰面，將

福音帶給他們禱告。 

【服事近況】 

4/23~26 是泰國華人宣教士退修會，由前香港差傳聯合事工的主席洪牧師擔任

講員，這次退修會有 40 多位宣教士參加，大家都有豐富的得著。 

泰國新學期開始，我 5/20 開始到泰北福音聖道神學院和晨曦會門訓中心授課，

教授差傳學，為課程預備與往返行程安全禱告，也求主賜下智慧與教學的恩賜，並

能教學相長。教會將於 6 月舉行洗禮，目前正為他們上受洗班，為這些肢體能更深

入認識信仰，願意專一跟隨主禱告。 

【代禱事項】 

1、為泰國大選順利和平結束感恩，為新政府組成能帶給泰國全民安定與自由。 

2、為新學期到泰北福音聖道神學院和晨曦會門訓中心授課禱告，為課程預備、往返

行程安全，也求主賜下智慧與教學的恩賜，並能教學相長。 

3、為 6 月預備受洗的肢體能更深入認識信仰，願意專一跟隨主禱告。 
 

請多多代禱 

記念海外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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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

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馬書十

四章 17 節） 

綜合消息： 
愛心為福音：因大堂座位有限，第三堂敬拜

易座滿，請大家調整主日作息，參加第一二

四五堂，以便留出第三堂座位給慕道朋友。 

綜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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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伉儷團契：今天 14:00 在 205 室舉行，內容：

「孩子的教養」座談。歡迎家庭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宣教人月會：6/15 本週六 10:00~12:00 在南

京堂 205 教室，由賴中申弟兄主講「福音來

華來台歷史」。邀請您一同參加。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6/13（週四）19:30 南京堂，

由錢玉芬姊妹主講：只要我長大？歡迎邀請

未信主親友參加。 

教會退修會 

時間：7/26～28（週五～日）三天兩夜 

地點：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報名：6/23 以前，主日 9:00~13:15 

一樓櫃台，250 人額滿為止 

費用：成人每人 3,600 元、高中以下佔床

每人 2,600 元、學齡前不佔床免費 

歡迎闔府一起來參加 

肢體消息： 
安息：陶李玲姊妹（陶禮的母親，陶文哲的

祖母）6/2 安息主懷。6/11 週二 10:00 南京

堂 302 室舉行追思禮拜，求神安慰家屬的心。

 
本堂上主日(6/2)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54,815 元 

按月奉獻(112 筆) 688,700 元 

建堂奉獻(8 筆) 31,700 元 

感恩奉獻(30 筆) 78,400 元 

其它奉獻(3 筆) 4,500 元 

差傳奉獻(20 筆) 54,700 元 

代轉贈與(2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政府公平公義，提振經濟，總統選舉不抹黑、

不製造對立，各黨推出合適候選人。百姓離

棄偶像、各樣靈異迷惑，渴慕真理，歸向真

神。端午假期出入平安，旅遊團聚和樂。 

□ 主日講員傳講好信息，按時分糧；長傳教執

同工敬畏神，敬虔事奉，凡事為主而作，要

榮耀神。 

□ 弟兄姊妹每天好靈修，禱告將一切憂慮交給

神，平靜安穩，追求聖潔，等候主耶穌再來。 

□ 社區工作在第一線爭戰、影響人的過程中，

求神賞賜夠用恩典及憐憫，主差派天使天軍

親自護衛，堵住破口，抵擋惡者的攻擊。陪

讀班的家長，工作、經濟、家庭的困境，求

神給我們機會、人力，可以陪伴需要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