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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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 日  第 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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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禱告…  蘇奐予  林光宇  程珮瑜  姜以琳  范曉恬 

獻詩…  參看第 2 頁    歸於耶和華 
啟應…  詩 103 篇 詩 103 篇 詩 103 篇 詩 103 篇 詩 51 篇 

頌讚…  讚美 335  讚美 335  讚美 335  讚美 335  讚美 254 

讀經…  創十八 17 創十八 17 創十八 17 創十八 17 羅八 12~17 

  賽四十一 8 賽四十一 8 賽四十一 8 賽四十一 8  
  約十五 15 約十五 15 約十五 15 約十五 15  
講題…  與神為友 與神為友 與神為友 與神為友 做神的兒女 
證道…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梁守道 

頌讚…  讚美 374  讚美 374  讚美 374  讚美 374  讚美 273 

祝禱…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王良玉  梁守道 

司琴…  施慧慈  凌旺楨  呂美賢  李弘恩  林貝蓁 

招待…  王子美  連素玲  白宏文  黃俊賓  林石蕾 

  丘麗安  劉珊如  覃桂鳳  石美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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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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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充充滿滿地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上帝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上帝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恩愛詩班獻詩（第三堂）：歸於耶和華 

讓全地歡呼都歸於耶和華。因祂聖名歡欣感謝。 
將所有榮耀都歸於耶和華；因祂是配得稱頌讚美。（X2） 
願諸天都歡喜，願大地快樂。我們稱頌這是主定的日子。 

在全地宣告祂作為，傳揚祂榮耀的聖名。讓萬國歡呼都歸於耶和華。盡你一生榮耀讚美。 
將歡呼喜樂都歸於耶和華，因祂是配得稱頌讚美。 

讚美主在天掌權我神統治萬方。讚美神慈愛聖潔，祂大功何其廣。 
讚美主尊榮事跡。讚美主大能無比。祂乃是美善源頭，天地敬仰尊崇。天地敬仰尊崇！ 

讓全地歡呼都歸於耶和華。因祂聖名歡欣感謝。讓讚美權柄都歸於耶和華； 
因祂是配得稱頌，祂是配得讚美。神配得稱頌讚美！配得稱頌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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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練詩+查經 III 10.13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耶路撒冷的污穢 

   青少年聚會 高中: 練詩+小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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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神的引導 10.7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0.9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神的愛(二) 10.10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雙十節暫停聚會    

  下午 2:00 姊妹會 雙十節暫停聚會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晚 7:00 社青團契 雙十節暫停聚會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的衣食 
        

10.12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查經    新約班：以弗所書 屬靈的福氣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十月份查經內容 
詩篇卅二篇 
詩篇卅四篇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0.6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0.7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蔡秀美  幼稚班 孫理蓮心中的小喜樂 
10.8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認識聖經中的宣教士： 
「腓利傳福音」徒八 26-40   晚 7:30 石⾧豐  中年級 

10.11 五 晚 7:30 陶孟華  36 組林口  高年級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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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山上的醫生戴仁壽 
  下午 2:30 30 組 207  低年級 

認識聖經中的宣教士： 
「腓利傳福音」徒八 26-40   下午 3:00 程玲玲  中年級 

     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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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我信（上） 

 

王寓文 

讀經：希伯來書十一章 1~6 節

聖經裡面有五個大主題「神、人、

罪、恩、信」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聖經

裡面關於信心或說是信德的重要經文。 
「信」是神和人之間一件重要的

事，所以耶穌基督也說：當人子再來的

時候，在地上遇見有信德的人嗎？信心

是神期待人能夠向祂的反應。這段聖經

的背景，是一個要當神的子民、要信靠

上帝，他是必須付上極大「信仰代價」

甚至是生命代價的一個時代。作者因有

從聖靈來的感動，就如此勸勉，我們要

堅守我們的信，以致於我們可以「因信

得生」，以致靈魂得救。 
他首先就說，神向人所要的信，而

這信可以讓神所應許盼望的事，因著我

們投靠這樣的信，上帝所應許的盼望，

就成為我們生命中的事實。因「信」盼

望可以成為事實，這就是這句話「信就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的意思，實底就是

事實。上帝給了一些應許，而這些應許

可以成為我們生命值得去盼望的事。 
我們的信絕對不是講「自信心」的

信，我們的信也不是去盲從的去相信一

些事，我們的信乃是期待上帝應許的盼

望成為事實。聖經裡面上帝預備給人類

最大的盼望是什麼呢？就是救世主的降

臨，上帝應許有一位救主為萬民而生，

並為萬民而來，這位受膏者，我們譯為

「彌賽亞」，他以大衛子孫的身份降世

為人，而人人都應該盼望等候他。 
在耶穌降生的世代裡，就有一位「信

心者」，他的名字叫西緬，記載在路加

福音中。西緬是位敬虔又公義的以色列

人，一生期待彌賽亞的來臨，當他年紀

老邁的時候，聖靈感動他，說：你去聖

殿等候彌賽亞，你就可以看到彌賽亞。

於是他順從了聖靈的召喚，去到了聖

殿，在那裡等候。 
果然那時約瑟和馬利亞就抱著嬰孩

耶穌進來。西緬被聖靈所感動，知道這

就是神所預備的彌賽亞，就把孩子抱過

來，看著孩子就說：主啊，如今可以照

祢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

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西緬因著盼

望，並且他以信心順從的這種行動，他

就看見了彌賽亞。 
「信」使盼望成為事實，「信」絕

對不是只是知道一些事情而已，同時代

裡也有許多人知道彌賽亞的降臨。聖經

記載，在耶穌降生的時候，希律王就找

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換句話說就是

有一大群人被召來宮中，希律王問他們

說，這位彌賽亞要降生在哪裡，這些人

都熟讀聖經，所以馬上回答說：如果彌

賽亞降臨了，他一定在伯利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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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他們完全答對，可是耶穌降臨，沒

有一個祭司長或是文士出去尋找。各

位，這就不是上帝要的信心，信心絕對

不是停在那裡，知道而已。信心是帶著

一個行動、帶著一個投靠、帶著一個順

從、帶著一個尋找，以致於上帝應許的

盼望，就因著你這種信心的行動，成為

你生命中的事實。聖經裡面有許多上帝

美好應許的盼望可以發生，關鍵在於你

有沒有這樣一個信心的投靠。 
第二個聖經中就繼續解釋，我們的

「信」是有證據的。「信」是基於神給

的證據，雖然我看不見，有些事情我看

不見，有些事情我也還沒有看見，可能

我的生命裡沒有辦法看見，但是我相信

上帝給證據，我就信了神所說的話。這

解釋了一件事情「信是未見之事的確

據」，而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

證據，證據一詞在這裡重複出現。 
例如說：神是怎樣的一位神呢？又

例如「神愛世人」、「神愛你」，那我

怎麼樣才知道這些是上帝說的呢？上帝

又說：祂有一個計劃，但是這些我看不

見，那我怎麼會知道呢？ 
上帝說，沒有問題，我給你證據。

就像林婷姊妹，她在青宣大會作了這個

見證。幾年前，幾位地方教會的姊妹一

同組成福音隊，去服事日本仙台地區海

嘯的受災居民。其中有一位名叫節子的

姊妹，她問福音隊的姊妹，是否可以幫

助她。於是他們就來到她家的農田，幫

她除草整地。當整地結束後，她就跟福

音隊說，我很謝謝你們來為我按摩，你

們一年來、兩年來、這幾年來一直來，

海嘯沖走了我所能看見的一切東西。但

是當你們跟我們在一起時，我隱約感覺

到一樣看不見的東西，而如今我知道這

是什麼，這就是上帝的愛！她繼續作見

證說：你們來，讓我感受到上帝的愛，

這也是我第一次公開的和我的鄰居說

「我開始去教會接觸基督教信仰」。在

此之前，我不敢向我的鄰舍親人說「我

去教會」，因為在日本社會中是有很大

的社群包袱，但是她因為從信的人身上

看到上帝的愛，才會如此做見證。 
昨天我去台大醫院探望賴明芳宣教

士，他要做很大的胰臟腫瘤手術，會切

除胰臟、膽、十二指腸，以及鄰近的一

些臟器，這是一個很大的手術，我們知

道胰臟癌的存活率不高，手術打開後九

成是惡性的。我相信這對明芳弟兄來說

是一個突然來的壞消息。就在探訪他的

同時，正好有一位教牧同工也去探訪，

他已經進出台大醫院十四年，他罹患大

腸癌，看到他身上共有 3 個管子要隨身

帶著。多年來因為他的癌症，他不斷的

要接受手術和許多的治療，但是他也因

著信神有很多生命的體悟和覺醒。他問

候明芳弟兄，並且分享自己癌症治療過

程中的掙扎、經歷和見證。他對明芳弟

兄說：「我現在要送你一個禮物」，然

後就拿出一個十字架，這個十字架很特

別，他身上也掛了一個。這個十字架所

有的邊都磨掉了，可以很容易抓在手上。 
他說，我在掙扎痛苦的時候，就會

緊緊抓住這個十字架，拼命的禱告。這

麼多年，這個十字架都已經變黑了。果

然，新的就是像皮膚色一樣，而他掛在

身上的那個，因為手一直摸，就變成咖

啡色了。他說「我經歷了許多年的掙扎，

當我握著十字架的時候就知道，聖經上

說：唯有基督還在我們是罪人的時候就

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神沒有離棄我，神仍然愛我，十字

架就是證明。」（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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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士師記 

10／7 一  士師記十一章 1~11  立耶弗他作領袖 

一、v1 耶弗他是怎樣的人？什麼樣的出身？受到什麼逼迫？為什麼？他怎樣因應？

我因出生卑微而難過嗎？參可六 1~5。  

答：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卻是妓女的兒子，是基列的妾所生。基列妻子的兒子趕

逐他離開父家，不容他承受產業，因為他是妓女的兒子（不承認他是基列的兒

子）。耶弗他逃避他的弟兄們，去住在陀伯地。 

二、v6 基列長老為什麼請耶弗他回來？長老們曾怎樣待他？現在提出什麼要求？我

願為曾經所行的錯誤舉動，向神求赦免及幫助嗎？  

答：因為亞捫人的攻擊，基列長老們無法抵抗。先前長老們曾經趕逐耶弗他離開他

父家。現在請耶弗他回去，作元帥與亞捫人爭戰。 

三、v9 耶弗他提出什麼條件？長老們怎樣作？我願盡棄前嫌，為主所用嗎？  

答：耶弗他要求勝利後，仍作百姓的領袖。長老們就請耶弗他回去，立他作領袖，

作元帥。 

 

10／8 二  士師記十一章 12~28  戰爭前的交涉 

一、v12 耶弗他的使者問亞捫王什麼問題？亞捫王怎樣回答？為什麼耶弗他要這樣

作？參申二十 10~12。我尋求和睦嗎？  

答：問他為什麼要攻打以色列。亞捫王回答，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時，佔據了亞捫

人的地，現在要將這些地歸還。戰爭乃關係生死之事，耶弗他按照申命記吩咐，

戰爭之前，先用和睦的話，若不能和睦，再進行戰爭。 

二、v15 耶弗他怎樣簡述以色列人的歷史，指出亞捫王的錯誤？亞捫王怎樣回應？我

努力充實自己，以備不時之需嗎？  

答：耶弗他指出以色列人並沒有佔據摩押人和亞捫人的地；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

繞過以東地、摩押地；希實本王西宏攻擊以色列人，卻失敗；以色列人得的是

西宏的地。以色列人並未得罪亞捫人。亞捫王卻不肯聽耶弗他的話。 

 

10／9 三  士師記十一章 29~40  耶弗他向神許願 

一、v29 誰降在耶弗他身上？他經過哪些地方招聚眾人？向誰許願？與亞捫人爭戰結

果如何？我求聖靈充滿我，使事奉有能力嗎？  

答：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經過基列和瑪拿西招聚眾人。他向耶和華許

願：若得勝平安歸來，先出來迎接者必歸耶和華。耶弗他大大殺敗亞捫人，攻

取了二十座城，制伏亞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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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34 耶弗他勝利歸來，誰先出來迎接？他為什麼愁苦呢？我曾許的願，還了願嗎？ 

答：他的獨生女先拿著鼓跳舞出來迎接他。耶弗他撕裂衣服，因為已許願，女兒必

須歸耶和華。 

三、v36 耶弗他女兒怎樣勸父親？有什麼要求和結果？我願順服神，聽從孝敬父母？ 

答：耶弗他女兒勸父親要還願，神已使他得勝；但要求去山上兩個月哀哭終為處女；

滿了兩個月，就按她父親所許的願，終身為處女。 

 

10／10 四  士師記十二章 1~15  以法連人埋怨耶弗他 

一、v1 以法蓮人聚集，到哪裡？怎樣威脅恐嚇耶弗他？耶弗他指出他們有什麼錯誤？

我倚靠神，不怕威嚇，看出對方的錯誤嗎？參彼前三 14~16 

答：以法蓮人聚集，過約旦河到了北方。他們埋怨耶弗他與亞捫人爭戰，沒有招聚

他們同去，使他們沒有參與勝利；並且威脅火燒耶弗他和他的房屋。耶弗他指

出，他曾招以法蓮人攻擊亞捫，他們卻袖手旁觀；現在為何來攻擊他。 

二、v4 耶弗他怎樣面對以法蓮的挑釁？爭戰結果如何？挑釁的以法蓮人有什麼結

局？我謹慎言語，遠離一切埋怨、挑釁嗎？ 

答：耶弗他招聚基列人與以法蓮人爭戰。基列人就擊殺以法蓮人，並且把守約旦河

渡口。挑釁的以法蓮人無法通過口音測試，共有四萬二千人被殺。 

三、v7 耶弗他死後，繼續有那些人作士師？有何意義？我願意跟隨耶穌的腳蹤行，

一生蒙福嗎？ 

答：耶弗他死後，以比讚作士師七年，之後以倫作士師十年，之後押頓作士師八年。

顯明以色列人願意跟隨耶和華所設立士師的領導，耶和華賜福他們，免受外族

的侵擾。 

 

10／11 五  士師記十三章 1~7  神揀選瑪挪亞之子 

一、v1 以色列人又作什麼事？導致什麼結果？ 我還有什麼遲遲不向神承認的罪，導

致自己痛苦不堪嗎？ 

答：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把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

年，受欺壓痛苦。 

二、v2 瑪挪亞的妻子有什麼痛苦？耶和華的使者應允她什麼事？v5 這個兒子將來如

何？在人生不可抗拒的挫敗無奈中，我相信神仍有祂的美意嗎？參羅八 28  

答：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把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

年，受欺壓痛苦。瑪挪亞的妻子不懷孕，不生育，這是為人妻的羞恥與痛苦。

耶和華的使者應允她必懷孕生一個兒子，將來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

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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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三、v4 耶和華的使者對婦人有什麼要求？為什麼？我願意為主放棄一些享受嗎？  
答：婦人要謹慎，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都不可吃；也不可用剃頭刀剃

他的頭。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歸神作拿細耳人，他必拯救以色列人。  

 

10／12 六  士師記十三章 8~14  瑪挪亞祈求神人再次顯現 

一、v8 瑪挪亞相信耶和華使者的話嗎？他祈求什麼？神是否應允？我為如何教養孩

子祈禱嗎？參約壹五 14。 

答：瑪挪亞相信使者的話。他祈求耶和華再差遣神人來，指教怎樣待將要生的孩子。

神應允他的祈求。 

二、v13 使者指出要怎樣待將出生的孩子？我按主的吩咐養育孩子嗎？弗六 4。 

答：孩子當謹慎，葡萄樹所結的都不可吃，清酒濃酒都不可喝（放棄葡萄和酒的享

受）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聖潔，不可沾染污穢），一切所吩咐的（不可用

剃頭刀剃他的頭，意即保守心思意念）都當謹守，因他是拿細耳人要被神所用。 

 

10／13 日  士師記十三章 15~25  神言應驗，參孫出生 

一、v15 瑪挪亞提出什麼要求？使者怎樣回答？他名叫什麼？獻祭時，他怎樣離開？

我工作事奉，把榮耀都歸給神嗎？ 

答：瑪挪亞要用一隻山羊羔，款待這人。使者說：我不吃你的食物，若預備燔祭，

就當獻與耶和華。使者名叫奇妙的。瑪挪亞獻祭時，使者在火燄中升上去了。 

二、v21 何時瑪挪亞才知道是耶和華的使者？他擔心什麼？他的妻子有什麼看法？我

用心思想神的話，不斷章取義嗎？參彼後一 20、21。 

答：使者不再向瑪挪亞和他的妻顯現，瑪拿亞才知道他是耶和華的使者（有時，我

們在事後，才明白神的作為）。他擔心，他們必要死，因為看見了神，參出卅

三 20。妻子卻不以為然，指出：若耶和華要殺他們，必不收納祭物，也不會指

示孩子的事。 

三、v24 婦人生下誰？耶和華如何待他？我相信神的應許必然會實現，會應驗嗎？ 

答：婦人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參孫。孩子長大，耶和華賜福與他。在瑪哈尼‧

但，耶和華的靈才感動他。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 
在祂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 
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歌羅西書二章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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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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越南移工來台工作，成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後，與家人或婚姻關

係就容易有新的衝突點。許多夫妻因分隔兩地孤單寂寞，讓第三者有機會破壞婚姻。

求主賜牧者有智慧的教導，讓信主的移工認識真理，在各樣的狀況中都能尋求神的

旨意，成為家人的見證。 

【心繫穆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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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際志工夥伴每年都需要辦理志工簽證，請為簽證能順利下來，志

工能繼續服事印尼在台移工禱告。 

【深耕泰國】1、為福泰禮拜堂預備申請加入泰國基督教總會及第七區會，並且能順

利購置墳地禱告，求主預備所需用的一切，並賜通達的道路。 

2、為在泰國不多的基督徒能站立的穩，在對基督信仰有成見的泰國社

會中，以生命見證主名。 

【差傳協會】 

1、為前線宣教士石榮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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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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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賴明芳宣教士 8/29 胰臟腫瘤手術順利感恩，於 9/13 出院返家休養，並 9/26 開

始服用口服化療藥物。請為化療藥物能有效抑制癌細胞，並副作用及藥物的不適

感降至最低禱告。 

3、至 2019 年 8 月底止累計結存不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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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份財務報告 

上月結存 -1,905,452 累計收入 7,808,048 

本月收入 1,126,120 累計支出 9,365,374 

本月支出 777,994 奉獻達成率 53.6% 

本月累計結存 -1,557,326 奉獻應達率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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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枝園地 

祂奇妙的善工 

汪興國 

我目前是中華福音神學院道碩三年級的學生，在過去一學年於南京東路禮拜堂

實習，有許多美好的學習，特別是有機會能夠接觸、參與信仰講座班和關懷探訪等

事工。 
在這一年學習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次與關懷探訪同工前去看一位腿部因

車禍受傷的社區福音朋友。這位福音朋友表達了個人對近來遭遇，深感無助與灰心。

然而，卻因就讀國小的孩子在惠林全人成長中心陪讀班受到老師同工們的陪伴與關

愛，令他感受到教會非常不一樣。更因為有惠林同工們不斷地扶持關懷，使這位福

音朋友也開始陪著孩子參與了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由惠林和南京堂所舉辦的福音活

動。 
聽到此，我才猛然想起原來這位福音朋友，早在幾個月前就曾在惠林同工的邀

請下，來到教會的信仰講座班，但就來這麼一次，但我還依稀記得，當我詢問惠林

同工關懷這位福音朋友的近況時，這位同工還滿懷著帶領他信主的決心對我說：「我

們一定會持續跟進的。」 
而就在剛過的 8 月底，我有 5 天參與惠林陪讀班的實習事奉。就這麼恰巧，這

位福音朋友的孩子，正是我在當中所陪伴的學童之一；正因如此，上帝很奇妙地將

我與這位福音朋友的關係又更拉近了一步。 
當我再度聽見這位福音朋友不斷地訴說自己命途多舛，彷彿坐落在絕望的死蔭

幽谷中，但又屢次因著自己孩子在惠林陪讀班的學習，深深感受到從基督徒群體來

的關懷、幫助與扶持。我鼓足了勇氣、把握機會向他作見證說：「您別看我現在人模

人樣的讀神學院還在教會實習。15 年前我還沒信耶穌之前，不過只是一個因著吸毒

被毒品癮習捆綁人生毫無盼望的毒蟲，但卻因著相信上帝、相信祂藉聖經的應許：『若

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感謝主，上帝果真

照著祂的應許，讓我的生命得著了更新、更加的豐盛。我深信只要您願意敞開心相

信、接受主，這位賜我新生的上帝必能引導您邁向嶄新的人生。」於是邀請他一起

做一個表明願意接受主的禱告，懇求聽禱告的主垂聽我們在祂面前的呼求，在我們

的生命生活中動那奇妙的善工。 
感謝主，我想這位福音朋友是因著這些日子以來，上帝藉由惠林、透過南京堂

眾牧長、同工的關懷與協助，使他深深經歷了從上帝而來的愛與恩典，讓這位福音

朋友當下接受我們的邀請，願意真誠地與我們一起禱告、開口向上帝呼求。 
就我個人來說，雖在三個不同的時間、地點與情境接觸到這位朋友，但當上帝

將它接連成一串的時候，我才發現雖然當下我不明白目前所遇見、所做的一切有什

麼意義；但在上帝手中，其目的都是為要成就祂奇妙的善工，並且上帝是使用教會

－蒙主恩的我們－在祂面前所做的一切，成就祂的美意，讓我們得以一同在祂的恩

典中同心完成主所託付我們傳揚福音、帶領人作主門徒的大使命。主是何等奇妙可

畏、祂的作為是何其豐富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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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

有、尊榮、生命為賞賜。（箴言廿二章 4 節） 
綜合消息：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5～

7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2019 差傳年會 

活出信心的旅程 

時間：10/26（六）14:00~17:0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內容：信息、獻詩、專題 
講員：石榮英宣教士 

歡迎關心神國事工及各地宣教士們 

 
「兒童支持宣教」義賣 

時間：10/27 主日 12:00〜13:00 
地點：南京堂二樓 
物品募集：10/6、13、20 主日 9:15〜12:00
請送至一樓兒主服務桌 
1、狀況良好之 0~12 歲孩童繪本、玩具、

文具、DVD（無破損，無塗鴉） 
2、九成新小型家電 

3、九成新飾品、包包、絲巾等（不收任

何衣褲、鞋子） 

收入將奉獻差傳事工 
（請勿於其他時間擅自將物資放置兒主

走道櫃子，以免造成教會同工困擾） 

信徒聚會：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明天 10/7 上午 10:00 在

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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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下主日 14:00 南京堂 205

室，由余貴馨長老主講：「接地氣的基督徒」

歡迎家庭參加。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 10〜12 月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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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403 室 
靈命進深班─活在愛中：404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聖徒言行：404 室 

新約班─以弗所書：407 室。 

肢體消息： 
生產喜訊：張緯綸弟兄、丁怡君姊妹 10/1
蒙主賜一男嬰，母子均安，感謝神。 

安息：戴世恆弟兄 9/15 安息主懷，10/9 本週

三上午 8:00 在第二殯儀館至美二廳舉行追

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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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9/29)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1,164 元 

按月奉獻(62 筆) 335,338 元 

感恩奉獻(30 筆) 51,800 元 

差傳奉獻(16 筆) 37,900 元 

代轉贈與(7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國家社會：香港反送中的動盪、沙國油田

影響、總統大選理性和平。 

□ 為台灣百姓：離棄偶像崇拜、遠離貪婪、不

法和暴力、真心悔改認識真神。 

□ 長傳教執同工們身心靈重新得力，靠主恩典

繼續傳講真理、牧養群羊。 

□ 為兒童事工： 10 月宣教月教案討論與義賣

籌備；12 月聖誕節籌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