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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讚美 110 首  彷彿當年在加利利海濱 

1、彷彿當年在加利利海濱，眼望面前波光鱗鱗， 

我見岸上群眾簇擁如雲，爭看加利利陌生人， 

我見祂怎樣醫好瞎眼者，即刻教他重見光明， 

又施恩能教瘸腿者前行，奇妙加利利陌生人。 

◎那時我便立意永遠愛祂，因祂那樣溫柔憐憫， 

那日便認祂為我救主，信靠加利利陌生人。 

2、祂言語慈祥，面容現憐憫，哀我苦被罪孽壓困， 

祂言語面容將永記我心，慈愛加利利陌生人， 

祂向我露出手肋上傷痕，低聲說道這是為你， 

我伏祂腳前，重擔全脫離，感激加利利陌生人。(接◎) 

3、我見海上風起怒濤洶湧，祂命風浪即刻平靜， 

聞祂號令，海面立時安穩，全能加利利陌生人， 

從此我覺無限平靜安寧，心頭奇妙喜樂融融， 

我靈恬然居祂大能手心，靠此加利利陌生人。(接◎) 

4、遭顛沛為風暴所困的人，快來得祂完美救恩， 

祂要平息風暴，護你安穩，來依加利利陌生人， 

祂命我來向你傳達好訊，祂已為你預備福份， 

惟要你肯謙卑與祂親近，跟隨加利利陌生人。 

朋友，你是否願永遠愛祂，祂乃如此溫柔憐憫， 

今日便認祂為你救主，信靠加利利陌生人。 

恩愛團契詩班獻詩（第三堂）：耶穌的愛何等深廣 

喔！主的愛何等深廣，無限遼擴無限量！ 

浩浩蕩蕩有如汪洋，這愛臨我何周詳。 

祢把我蔭庇，把我圍繞慈愛如江河滔滔， 

領我歸家，導我前行，回到那榮耀天庭，回榮耀天庭。 

喔！主的愛何等深廣，萬國萬民當頌揚！ 

耶穌永恆的愛，永遠不更改。 

看顧兒女至微至深，在十架上祂捨身。 

為他們，祂父前代求，在寶座上常看顧施恩。 

喔！主的大愛，何等深廣，萬愛中最高的愛。 

此愛如海洋祝福四溢。又如良港可安息。 

喔！主的愛何等深廣，使我有如在天堂， 

領我進入榮光之中，領我就近祢身旁。 

喔！主的愛何等深廣，主的愛何等深廣，深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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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產業（下） 

 

程世光 

讀經：詩篇十六篇

詩十六 8~11「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

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原文是榮

耀）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

為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

祢的聖者見朽壞。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

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

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耶和華是我的產

業，進一步是，我將耶和華擺在我面前，

祂在我面前，祂去面對我各樣的難題，

將祂放在我的右邊，右邊是尊貴的位

置，我尊耶和華為大，我順從祂，如果

我這樣做，我就不搖動，也就是內心沒

有搖搖擺擺，我們的內心常常會搖擺、

擔心，如果把祂擺在面前，順從祂，相

信祂，我們內心可以不搖搖擺擺，我們

需要常常禱告，把耶和華擺在我面前。 
我從新店開車到內湖後再來教會，

我太太在內湖上班，八點半之前一定要

到公司，我回到教會，九點開始與屬靈

同伴有靈修分享，所以我不要遲到，可

是開車有時會有塞車，我就禱告主，塞

車不要太嚴重。高速公路、環東公路都

有塞車，平面道路也可能也有塞車，平

面道路現在比較危險，因為機車沒有限

制，快車道機車也可以騎，有時候機車

會從左邊跑出來，就可能發生車禍，我

將耶和華擺在我面前，主祢來帶領我，

保守我，我依靠祢，內心的潛在壓力就

消失，不靠主而是靠自己，會有壓力，

每一次靠主保守平安的到達，把耶和華

擺在我面前。 
還有我們讀聖經時需要主幫助我

們，有時候讀聖經沒有什麼收獲，我把

耶和華擺在我面前，求祢幫助我們，讓

我們有收獲。我有一天讀聖經時，讀到

十誡，那一天聖靈光照我，為什麼說十

誡，十誡是誡命，講鼓勵、稱讚、肯定

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講誡命，因為我們

人是犯罪墮落的，需要被約束，有誡命

被約束，我們做好很難，做壞容易，我

們需要誡命來約束，所以神給人十誡，

我明白神是這樣，我們很多時候是需要

主幫助我們，我們在困難當中，需要把

耶和華擺在我們面前。 
五月份我因著鼻竇長息肉動了小手

術，醫生的醫術很好，我被推到恢復室

時，就用棉花球把我的鼻孔塞住，我就

必需用嘴來呼吸，我還未清醒時，忽然

有人用力拍我的肩膀，急切的喊「阿伯！

阿伯」，我醒來才知道醫護人員在叫我，

因為他看到我在睡夢中掙扎，我的兩隻

手都被綁起來，我因鼻孔被塞住，在睡

夢中用力的掙扎。到了病房，四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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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喝開水，用嘴呼吸很難受，嘴很

容易乾，只能用棉花沾點水，很快就又

感到乾，很痛苦，我跟太太說，幫我看

看詩篇廿二 15「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

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祢將我安

置在死地的塵土中。」這是主耶穌釘十

字架時，祂口乾渴，祂的舌頭貼在牙床

上，比我痛苦多了，我鼻竇手術有麻醉，

耶穌兩手釘十字架，腳釘十字架，沒有

麻醉，痛苦多了。不是耶穌有罪，而是

我有罪，耶穌為我的罪釘十字架，主耶

穌祢是何等愛我，為我的罪釘十字架，

我這時只是小小的痛苦，主在十字架上

痛苦太多了，是為著我的罪。 
把耶和華擺在我面前，讓我們對神

的愛有更深的體會，當我們把耶和華擺

在我面前的時候，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大衛的心靈是歡喜快樂

的，雖然有困難，但是心靈是快樂的，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現在危險當

中，但是我知道我會安全的，因為祢必

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祢的聖

者見朽壞，這裏講到說，我不會死亡的，

不是說他會下陰間，祢必不將我的靈魂

撇在陰間，也不叫祢的聖者見朽壞，這

都是未來式，現在祢不會讓我發生這些

事情，他裏面有把握會救我脫離這個危

險，大衛又說，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遭遇到許多是為了要我走生命的道

路，生命的道路是以神為中心的道路，

以自己為中心的道路是死亡的道路，是

分別善惡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

永遠的福樂。 

民國卅七年我父親在北京保衛戰失

敗，來到台灣，因為在北京保衛戰時，

父親看到鬼，他經歷到鬼，他相信有鬼

就有神，他到屏東後就到處尋找真神，

就到屏東中華路教會，在那裏尋求真

理，隔年父親受洗，之後，鄰居有一位

馬先生，他的兒子得到腦膜炎，那個年

代沒有太多醫院或醫生，就找教會傳道

為兒子按手禱告，腦膜炎好了，父親信

心大增，就熱心事奉，當了教會的執事，

家中也開放家庭禮拜，有一次軍中派他

到澎湖馬公，在去之前父親發生腳踏車

相撞的車禍，受傷縫了幾針，因為發生

這事就沒有辦法搭上那艘船到馬公，當

時看起來好像是損失，沒有想到，那艘

船開出去沒有多久，經過黑水溝就翻船

了，父親得到神的保守，他經歷到神是

慈愛的。 
我家有五個孩子，父親希望我們認

真讀書，我哥哥要讀大學，雖然父親有

軍公教的補助費，但是還是不夠供應哥

哥讀大學，父親就退役下來去做生意，

做生意是很辛苦的，到了我大學畢業，

服完兵役後到中鋼公司工作，那時候待

遇不錯，三個月試用期滿待遇再增加，

中鋼福利更好，每個月都有生產獎金，

我除了十分之一的奉獻，大部份都拿回

去給父親，家境就開始變好了，父親很

高興，我出國受訓，經過香港買了單眼

照相機給父親，他很開心，拿著相機到

處照像，說：這是我兒子給我的。我工

作五年後，神呼召我去讀神學院，父親

非常反對，要跟我斷絶父子關係，父親

認為我是斷送前途，所以有一段時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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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比較緊張，吳勇長老吳師母跟我父

親講之後，他就比較緩和，其實父親的

內心還是不太甘心，這個孩子可以賺那

麼多錢，去當傳道，父親心裏面捨不得，

他七十八歲時，有一天去運動，沒有想

到被屏東客運撞到，送到醫院半身不

遂，孩子們都趕回去，醫生要我們趕快

跟父親說話，因為父親腦裏面有積血，

跟他說話可以刺激腦部，希望積血能散

去，否則父親可能終生半身不遂，甚至

成為植物人，我們就一直跟父親說話，

父親看到我回去很開心，七十八歲躺在

床上半身不遂，感慨萬千，父親就開始

自己的人生歷史，怎麼樣的離開家鄉，

怎麼樣到貴州娶我媽媽，怎麼樣來到台

灣，講完以後，父親就說，我要感恩，

車禍半身不遂還可以感恩，這是很好的

事情，父親第一個感恩是身為軍人，如

果不是軍人，留在大陸一定會被鬥爭

死；第二個感恩是娶了我媽媽，我們家

五個兄弟姊妹，如果沒有一個好媽媽，

我們就沒有辦法好好生活；第三個感恩

是相信主耶穌，父親回想跟他一同到台

灣的同學、同事，他沒有比別人英俊，

也沒有比別人聰明，可是我們家比別人

都好，這是信了主耶穌，是主耶穌賜福。 
講完了，父親累了，我也先回去，

第二天我再去看父親，他又說了，昨天

講的再講一遍，我就再聽一遍，今天父

親又加了一個感恩，把你奉獻給主耶

穌，父親原來是很反對的，現在怎麼感

謝主，把我奉獻給主耶穌，父親完全回

到神面前，他看到事奉是有價值的，在

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父親那時回到神

的面前，他完全的接受，神給他恩典使

父親沒有惡化下去，後來到高雄長庚做

復健，過程是很艱難的，復健師說，之

後能夠坐輪椅就很了不起了，我們為父

親禱告，出院的時候可以扶著欄杆上下

樓梯，生活全部自理，他騎著小小的三

輪車趴趴走，他比較好時回家，每天第

一件事情讀聖經禱告，父親知道他每天

都需要神的話，他身體不像以前那麼

好，可是需要神的話語。 
太四 4「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

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神的話就

是他的力量，身體不會越來越好，但是

活著需要神的話，神的話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希望，他讀神的話，他也禱告。

約壹五 14「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

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

懼的心。」向神禱告，如果照神的旨意

禱告，祂就一定會答應，所以父親到了

晚年的時候，他每天讀經禱告，他的內

心是平靜的，他在世上最後的八、九年

是非常愛主的，參加教會的退修會，在

2005 年父親八十七歲春節過後，他的體

力明顯下降，他需要吃流質的食物，體

力一天不如一天，三月一日半夜父親感

到非常疼痛，他沒辦法睡覺，起來大聲

禱告，求主耶穌救我，禱告之後，疼痛

慢慢舒緩下來，他能夠睡眠，隔天到屏

東基督教醫院去，就住在醫院，晚上八

點鐘，父親躺在病床上，我媽媽在旁照

顧他，辛苦了一天，趁父親比較平靜，

稍微瞇一下休息，只有幾分鐘，睜開眼

時，父親已經安息了，他到主那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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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生有各樣的困難，如果我們

完全順服主，把主擺在我面前順從祂，

就會不一樣，我父親晚年，身體一天不

如一天，但是因著主，他有平安喜樂，

他可以禱告能夠事奉主，有些人晚年時

很無奈很痛苦，我們信主的人，在世上

一天就可以服事主一天，身體不好怎麼

服事主，禱告就是服事主，活著一天就

是榮耀主一天，每一天都是有意義的、

有價值的，當我們這樣事奉的時候，神

會給我們獎賞的。 
詩篇十六篇講到在苦難當中，我們

要懇切禱告，讓我們信心得到堅固，在

苦難當中耶和華是我們的產業，祂讓我

們學習愛心、善良是我們的產業，這是

可以存到永永遠遠的。我們有困難，耶

和華在我面前，面對困難，我們順從祂，

我們內心不需要搖搖擺擺，在教會裏面

有太多太多的困難，碰到這些困難，到

神面前禱告，神就一一的解決，神是奇

妙的，當問題解決的時候，我們真是感

謝主、讚美主，在祂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祂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這就是我們

的人生。（6/16 第三四堂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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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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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國中/高中 城市尋寶 7.14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耶路撒冷的罪 
  下午 2:30 週日大專團契 分享時間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的衣食 7.8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7.10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潑常存的盼望 
榮耀的盼望(㇐) 7.11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健康講座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晚 7:00 社青團契 世界微光    信徒造就 B 班 

基要真理 認識聖子 
7.13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戀愛講義(五)    

    如何面對誘惑    新約班：加拉太書 福音與啟示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七月份查經內容 
詩篇二十三篇 
詩篇二十四篇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7.7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7.8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7.9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幼稚班 摩西寫下天父的話  出十七 8-16、十九 1-6、廿
四 12-18、卅㇐ 18、卅二 15-16；申廿五 17-18   晚 7:30 石⾧豐  

7.12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陶孟華  低年級 聖經時代：款客風俗 來十三 2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中年級 芥菜種  可四 30-32 
   29 組 305  36 組林口  高年級 打發探子  書 1-3 章 

7.13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下午 1:30 12 組 206  幼稚班 我認識你  耶利米書第㇐章 
  下午 2:30 30 組 207  低年級 以順服敬拜  出二十 1-20 
  下午 3:00 程玲玲  中年級 勝過死亡的力量  約十㇐ 1-44 
     高年級 打發探子  書 1-3 章 
    下午 1:00 童行角落 混齡親子興趣角落、信仰同行 

 



 -7-

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申命記 

7／8 一  申命記廿三章 9~25  軍營潔淨&各樣條例 
一、V9~14 軍營如何維持清潔？為何如此？我的心思聖潔，生活清潔嗎？  
答：戰爭前，要遠避諸惡。若有人偶然夢遺，就要出到營外。到傍晚用水洗澡，日

落才可入營。營外當定一個地方作為便所，並預備一把鍬，於營外便溺後用以

鏟土，轉身掩蓋。因為耶和華經常在營中行走，要救護你們，免得祂見你那裡

有污穢，就離開你們。 
註：古時近東社會規定必須把逃跑的奴隸歸還主人，被歸還奴隸下場是悲慘的。 
二、v15~18 逃奴如何對待？神憎惡什麼行業？我願合宜地幫助弱勢者嗎？ 
答：外國奴隸逃出來，不可將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的城邑選擇自己喜歡的地

方居住，不可欺負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男子中不可有孌童，他們

的錢不可帶入神的殿作為還願。因為這兩樣都是耶和華神所憎惡的。 
三、v19~25 借貸弟兄，不可如何？許願後為何必需還願？進鄰居葡萄園和田間禾稼

取食有何原則？我甘心樂意向神奉獻嗎？ 
答：借貸與弟兄不可取利息，借給外邦人可以取利。許願之後，還願不可遲延，你

嘴裡所應許的是甘心獻上的，就照所許的願謹守遵行。進入鄰舍的葡萄園可以

隨意吃葡萄，但不可裝在器皿裡；進入鄰舍站著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吃，

但不可用鎌刀割取禾稼。 
 
7／9 二  申命記廿四章 1~9  離婚再婚的條例 
一、v1~5 休妻有什麼規定？新娶妻有什麼權利？我用心經營婚姻，保護婚姻嗎？  
答：休妻必須寫休書。婦人離開後，可以再嫁。但後夫若再休她，或死亡，前夫不

可再娶她為妻。因為這是耶和華所憎惡的。新娶妻的人不可從軍出征，也不可

託他辦理公事，可在家一年，與妻子快樂。婚姻制度為神所定，夫妻為神所結

合，不可分開，禁止隨便離異（太 19:1~9） 
註：舊約時代離婚並不普遍。休書必須寫明原因，並請人代寫（多數人不會書寫）。

如此，休書讓人冷靜，必有充份理由才能寫休書，無形中保護了婚姻。 
二、v6~7 為什麼不可拿人的全盤磨石或上磨石作當頭（抵押品）？遇見拐帶人口者，

當如何處理？我不容許罪惡嗎？ 
答：婦女每早晨用磨石磨麥取得麵粉，以便作出麵包。拿走全盤磨石（上下兩塊磨

石）或上磨石作抵押，家庭即無法生活，以迫他還債。要治死拐帶人口或販賣

人口的人，把那惡除掉。 
三、v8~9 大痲瘋病患要怎樣處理？我凡事都謹慎照神的話去遵行嗎？ 
答：大痲瘋病患的災病，應當要謹慎，照祭司利未人所指教的處理，耶和華怎樣吩

咐，就要怎樣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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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三  申命記廿四章 10~22  善待窮困孤苦的人 
一、v10~15 借貸給鄰居，不可如何？應怎樣行？窮人呢？怎樣對待窮乏的雇工？我

顧念基層工作者的需要，善待他們嗎？ 
答：借貸給鄰居不可進他家拿當頭，要站在外面，等他把當頭給你。若是窮人，不

可留他的當頭過夜，因為他需要那件作當頭的衣服，蓋在身體上睡覺。不可欺

負窮乏的雇工，要當天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落。 
二、v16 父親或兒子犯罪，要怎樣處理？我行事公正，不偏離公平嗎？ 
答：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凡被殺的都是為自己的罪。 
三、v17~22 怎樣對待寄居的、孤兒和寡婦？收割田間的莊稼、橄欖和葡萄有什麼規

定？我願幫助外勞、孤寡和弱勢家庭嗎？ 
答：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兒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婦女的衣裳作當頭。收割田間莊稼，

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和孤兒寡婦。打橄欖樹，枝上剩下

的，不可再打；摘葡萄，剩下的不要再摘，要留給寄居的和孤兒寡婦。 
 
7／11 四  申命記廿五章  審判要公正，度量需公平 
一、v1~4 審判官要怎樣審判？我按公正來處事嗎？ 
答：審判官要定義人有理，惡人有罪。惡人若該受責打，審判官就要叫他當面伏在

地上，按照他的罪照數打他。只可打四十下，不可超過，免得輕賤你的弟兄。 
二、v5~12 哥哥過世，沒有兒子，未婚的弟弟有什麼責任？若不盡這責任，要如何待

他？我盡自己的本分，照顧家人嗎？ 
答：未婚的弟弟要盡本分，娶嫂嫂為妻，所生的長子必歸在哥哥的名下，免得哥哥

的名字被塗抹。若弟弟執意不願娶嫂嫂，嫂嫂就要當著長老的面，脫下弟弟的

鞋，吐涶沫在他臉上，說凡不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這樣待他。弟弟的名必稱

為脫鞋之家（象徵放棄權利）。 
三、v13~19 買賣不可有什麼行為？為什麼？我公平待人嗎？ 
答：皮囊中不可有大小兩樣的法碼，不可有一大一小兩樣的升斗，要用對準公平的

法碼和升斗。因為行非義之事的人都為耶和華所憎惡。亞瑪力人不敬畏神，向

以色列人行不義的事，也為耶和華所憎惡。 
 
7／12 五  申命記廿六章  感恩的奉獻 
一、v1~4 進入應許之地，有了收成，當如何行？怎樣宣告？得著收入時，我向神感

恩嗎？ 
答：將各樣初熟的土產取些放在筐子裡，往耶和華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見祭司。

宣告：我的祖先原是將亡的亞蘭人，下到埃及，人口稀少，卻成了大又強的國

民，埃及人惡待我們，耶和華垂聽我們的哀求，用大能領我們出埃及，進人應

許的流奶與蜜之地。現在獻上土產，向耶和華下拜，眾人一起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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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10~15 每逢三年，要怎樣行？我每年顧念弱勢者的需要嗎？ 
答：要取一切土產的十分之一，分給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使他們吃得飽足。

在耶和華面前說，我已照祢的命令，將聖物拿出來給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兒寡

婦。我守喪、不潔淨時，沒有吃這聖物。求祢賜福給祢的百姓與祢賜的地。 
三、v16~19 神吩咐百姓應當如何？神應許如何？我願盡心、盡性，謹守遵行神的話

嗎？  
答：神吩咐他們，要盡心盡性謹守遵行，神的律例、誡命、典章。凡遵行祂的道，

聽從祂話的人，神應許必認你為祂的子民，又使你得稱讚、美名、尊榮，超乎

祂所造的萬民之上，並使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的民。 
 
7／13 六  申命記廿七章 1~10  立石記錄律法 
一、v1 摩西和長老有什麼吩咐？在人生每個階段或進入新環境，我都立志遵行神的

話嗎？ 
答：要遵守所吩咐的一切誡命。過約但河當天，要立起幾塊大石頭，墁（粉刷）上

石灰，把律法的一切話寫在石頭上。 
二、v2~8 過約但河當天要作什麼事？  
答：在以巴路山上要築一座石壇，在石頭上不可動鐵器，在壇上獻燔祭和平安祭，

在耶和華神面前歡樂。將這律法的一切話明明地寫在石頭上。 
三、v9~10 有什麼要求？以色列有什麼身份？有什麼責任？我清楚自己是基督徒嗎？

我常常禱告，能夠聽從神的話嗎？ 
答：要默默靜聽。你以色列今日成為耶和華神的百姓了，所以，要聽從耶和華神的

話，遵守祂的誡命、律例。 
 
7／14 日  申命記廿七章 11~26  祝福與咒詛 
一、v11~13 過約但河當天，六支派各要在基利心山上和以巴路山上作什麼？我清楚

神賜福或咒詛的原則嗎？ 
答：西緬等六支派要在基利心山上為百姓祝福，流便等六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宣佈

咒詛。 
二、v14 誰要高聲宣告必受咒詛的事？百姓要怎樣回答？我對聖靈的提醒，總是順服

聽從嗎？ 
答：利未人要高聲宣告必受咒詛的事。百姓要回答阿們。 
三、v15~19 有哪些行為要受咒詛？v20~23 有哪些行為要受咒詛？v24~26 有哪些行為

要受咒詛？我敬畏神，遠離咒詛的事嗎？  
答：v15~19 製造偶像、輕慢父母、挪移鄰舍地界、使瞎子走差路、向寄居的和孤兒

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v20 與繼母、獸、與異母同父或異父同母的姊妹、

與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詛。v24~26 暗中殺人的、受賄賂害死無辜者、不堅守遵行

這律法言語的必受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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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泰北】黃靜兒宣教士 

今年泰國的氣候異於往常，原本應該以耕種的時期，卻因為遲遲不下雨，農夫

竟無法下田耕種；因為缺乏雨水灌溉，加上豬瘟的影響，民生物價皆高過以往。炎

熱的夏季持續著，每日頂個近四十度的高溫，實在需要主的恩典！ 

【青年培育事工】 

泰國的學子普遍沒有讀書的習慣，也就是除了學校的功課之外，不會主動閱讀；

除此之外，對未來也沒有目標，不知道自己的意向究竟為何。青培的四位學生有兩

位升高三，一位升高一，一位上中一；最近分別跟上高三的兩位學生討論著，明年

要如何預備升大學；由於兩位讀的是中文專科，因此，利用最後一年，計畫幫助他

們更加強閱讀及書寫能力，以利於升學。 

上一封代禱信裡提及，帶領青少年的過程中不斷的在調整、修正，有時，也透

過孩子們犯錯，調整管教的方式；必須說，這過程絆絆坷坷、實屬不易，也常常充

滿挫折，每一次都是透過不斷的禱告，求神賜下智慧、忍耐，方能勝過。透過這些

過程，也更深刻體會，愛我們的主不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給我們機會，等

待我們的生命成長嗎？ 

【福泰中文班】 

湄占附近新開了一間中文學校，且提供了校車接送的服務，因此，湄占其他教

會及我們社區中文班的學生比以往銳減許多。這個學期福泰中文班只有三十三位學

生（少了將近二十人）；我們按照學生程度分成五個班級（幼幼班、小一、小二、小

三、小四、小六、中一），由於每班仍有不同程度的學生，因此，各班裡採用角落的

方式教學，求神賜給每位老師（王瑪莉、曹恩麗、李恩潔、陳淑娟、黃靜兒）有智

慧因材施教，幫助學生在課堂上能有效的學習。 

【福泰姊妹聚會】 

上次提及，想用教會每月主題經文，譜寫簡單的泰語經文詩歌，帶領姊妹們唱

詩歌背誦經文；感謝主，六月二十三日主日下午，教會舉辦背聖經活動，以往都只

是孩子們參與，但這次看到姊妹們也摩拳擦掌，背經不落人後，甚至有姊妹背齊了

上半年六個月的經文，當看到這樣的景象，心裡真是充滿感恩！求聖靈繼續在他們

心裡動工，幫助姊妹們更渴慕神的話，緊緊的倚靠神。 

【探訪】 

趁泰國暑假時間，到青培學生的家裡探訪，也利用潑水假期開車到到泰東北、

曼谷去探訪在外地工作的弟兄姊妹。潑水假期的探訪，從北部一路開到東北，又從

東北開到曼谷，再從曼谷開回北部，利用短短四天半的時間，開了近三千公里的路

程，感謝神，雖然勞累，但一路平安、順利，也透過探訪，更多了解弟兄姊妹的近

況，能更確切的為他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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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1、為泰國的氣候禱告，求神賜下雨水使農人得以耕種。 
2、為青培的學生：幫助每個孩子更渴慕神的話，並且在生活中能懂得循規蹈矩、節

制，兩位高三學生（杜以斯帖、張文蘋）明年升大學能更清楚方向。 
3、為福泰中文班老師們有智慧教導學生，及學生的學習禱告。 
4、福泰姊妹們願意更多認識主的話語，積極參與背經感恩，也求神幫助姊妹們將神

的話藏在心裡。 
5、為教會例行的敬拜部、講台信息分享等，並巴蹦小學及晨曦會門訓的教學禱告。 
6、為假期中有機會探訪青培學生及教會在外工作的肢體感恩。 
7、慕道友惠金先前因車禍意外，摔斷五根肋骨及肩骨，不日將赴馬來西亞打工求神

保守她能完全恢復，並在馬來西亞能找到合適的教會。 
8、感謝主差傳理事長陳柡坤長老來帶領基金會同工退修會。 
9、未信主家人（二哥一家、大弟一家、妹夫一家）求主賜得救的恩典，也差派天使

向他們傳福音。 

 

請多多代禱 

記念海外宣教士 

 
 

講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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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

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詩十六 8) 

綜合消息： 
長老傳道執事聯席會議：今天 14:30 在 205
室舉行，請長執傳道、同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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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洗禮：8/18 舉行，凡清楚重生得救者，

請至服務台索取表格報名。（8/4 截止） 
信徒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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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週四）19:30 南京堂，

由高志明弟兄主講：樂在跑步，歡迎邀請未

信主親友參加。 

服事徵召： 

徵召園藝志工：凡對園藝有興趣，願接受訓

練，以園藝恩賜參與教會植栽養護之服事，

請向二樓服務台報名。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七～九月：今天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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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言行：403 室 

靈命進深班─活潑常存的盼望：404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基要真理：404 室 

新約班─加拉太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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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消息： 
生產喜訊：包盛顥伉儷 6/29 蒙主賜一男嬰，

母子均安，感謝神。

本堂上主日(6/30)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5,600 元 

按月奉獻(57 筆) 441,581 元 

建堂奉獻(1 筆) 200 元 

感恩奉獻(39 筆) 112,230 元 

其它奉獻(5 筆) 5,000 元 

差傳奉獻(16 筆) 35,350 元 

代轉贈與(11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台灣總統大選所引起各樣意識型態對立

與衝突，求神引導，不陷入激情、不被假新

聞所引導，對未來選舉有更好判斷與決定。 

□ 教會長傳執核心同工身體健壯，如同靈魂興

盛一樣，按著主的心意照管自己的身體與

家，成為眾弟兄姊妹的榜樣。 

□ 社區事工：求神預備陪讀班所需的同工，加

入團隊，在忙碌中給予同工力量面對艱難。 

□ 兒童事工：求主保守兒主團隊，從核心同

工、執事到各班級，求神興起新同工加入，

新舊同工有好交接；為搖籃班第三堂、第四

堂童行角落和下一季同工招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