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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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第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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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讚美 10  讚美 10  讚美 10  讚美 10 
禱告…  陳玉慧  王  澤  邱創朝  劉聯穎  唐賢中 

獻詩…        請參看第 2 頁    
啟應…  詩 77 篇  詩 77 篇  詩 77 篇  詩 77 篇  詩 77 篇 

頌讚…  讚美 167  讚美 167  讚美 167  讚美 167  讚美 167 

讀經…  結卅七 1~14 結卅七 1~14 結卅七 1~14 結卅七 1~14 結卅七 1~14 

講題…  絕命生機 絕命生機 絕命生機 絕命生機 絕命生機 
證道…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頌讚…  讚美 166  讚美 166  讚美 166  讚美 166  讚美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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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玫琪 

招待…  王秀瑢  林柏燁  王毓鈞  徐啟仁  王麗華 

  趙士瑜  謝翊鳳  陳家渥  游美雲  程怡文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譚國才  譚國才  林治平  林治平  杜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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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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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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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小組時間 10.20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煉礦與腐敗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兩性系列(㇐)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理性良心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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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擋魔鬼 10.14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0.16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神的愛(三) 10.17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我喜愛的歌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理性良心與信仰 
  晚 7:00 社青團契 查經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疾病與得醫治 
10.18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讀本好書    

    —天路歷程    新約班：以弗所書 祈求天上的事 
   雅音詩班 練詩      

10.19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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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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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山上的醫生戴仁壽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關心認識台灣新住民： 
我也可以傳福音！ 10.14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10.15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高年級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0.18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幼稚班 愛的超能力 
   32 組 B02  34 組 304  低年級 

關心認識台灣新住民： 
我也可以傳福音！ 10.19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中年級 

  下午 2:30 17 組 203  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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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我信（中） 

 

王寓文 

讀經：希伯來書十一章 1~6 節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成為

人的樣子，在人類歷史當中出現，並且

為你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你我

的罪承擔刑罰，這就是神的愛的證據。 
神說：「我愛你，我也給你證據」，

你的「信」不是盲從，不是沒有理性的

信，聖經已經明明的講了，上帝會給我

們證據，有些事情我們或許看不見，也

沒有機會看見，但是神會給我們證據。 
作者說：給你一個我自己的見證，

我如何運用信心。他說：「我們」就是

指因著「信」，知道這世界是從神的話

造出來的。他就提出來一個你我都曾經

面臨的心中掙扎，神的兒女因著「信」

心中知道，這個人生中的關鍵問題，就

是這個世界到底哪裡來？如何來？而我

這個生命是如何存有的？為什麼會有？

我相信你我都曾經思考過，後來大概因

為很多的事情發生，我們就漸漸不去想

了。我也想過，但是我發現，在人的中

間很難找到答案。 
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爬山，有一次

去爬雪山，在三六九山莊，我就看那銀

河成列在浩瀚星空中，我實在讚嘆那星

象的奇妙、浩瀚和偉大。後來二十四歲

的時候，生了一場病，那時我是預官的

身份，被送到三軍總醫院。那時我就感

受到，如果我撐不過去，下一站就會被

送到太平間。那時候我虛弱的腦袋裡浮

現出，除了三六九山莊看到的浩瀚星空

以外，我感受到我的每一口呼吸都是如

此的珍貴，我那時候舉起手轉動了一

下，發現我還能這樣活動，就是一件奇

妙的事情。  
這個世界從哪裡來？我是如何存

有？而我將往哪裡去？我沒有答案！我

這個受過科學實證主義教育，讀了中西

方哲學書，也讀了不少佛書的人，廟宇

我也去了很多，但是沒有答案，我很害

怕惶恐。但是那天有一個小小的感動，

就在我心裡，這一切太奇妙了，浩瀚星

空，我可以有氣息、可以呼吸，我的手

指還可以轉動，這一切不是都在告訴我

說，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生命的主宰，

在主宰一切，而我竟然不認識。 
那時我就說：「如果我還有明天，

冥冥的造物主，如果祢是真的話，給我

有機會找到祢。」當天我就這樣睡著了，

後來隔了幾天，醫生讓我出院了，我拎

了兩個大皮箱飛到洛杉磯，轉到波士

頓，坐了飛狗巴士，長途跋涉，好不容

易到了我所就讀學校的校園裡。 
然後有兩位讀大學部的香港學生來

接我，當時先借宿他們家兩三天。我發

現他們住的地方，和自己讀大學時住的

地方比，真的是天堂和地獄之別，我住

在地獄，他們的地方很乾淨，呈現一個

光明的氣氛，老實說我有點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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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他們邀請我參加週五的 Bible study 
group；我當天去了，他們邀請我讀聖

經，我打開聖經，從第一頁開始讀「起

初神創造天地…」，哇！真的把我嚇一

跳，好像就在回答我的一些問題，接下

去又讀到「諸天訴說神的榮耀，穹蒼傳

揚祂的手段」…等等，我就不得不臣服。

我開始用「信」去面對，聖經的作者，

這位神。我問祢是不是那位造物主？我

的生命主宰就是祢嗎？我繼續的尋求，

當然後面還有故事，我是這樣開始的。 
各位，這個是作者的見證，也是你

我曾經的經歷。就像我剛才說的，很多

事情是未見之事，我們沒有辦法用肉

眼、甚至在我們的生命中去解答的，我

們要用「信心」去投靠在上帝的話語裡。 
希伯來書十一章，用了很多信心偉

人的例證，今天我們就講大洪水之前的

兩位，一位是亞伯，一位是以諾，看看

上帝所說的「信心」，可以在我們生命

裡產生什麼果效。誰是亞伯呢？亞伯是

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後，所生的第

二個兒子，他們先生下該隱，該隱是做

農耕的，是種田的，亞伯生下來以後，

他是從事畜牧的。 
他們按著當時所領受的就獻祭，聖

經記載，該隱獻上農作物，可是上帝看

不上該隱和他的供物，亞伯則預備了頭

生的牲畜和中間的脂油，獻上為祭，上

帝就看中亞伯和他的供物，這是創世記

描述的，這裡我們要先說一下，絕對不

是我們的上帝喜歡吃烤肉，不是這樣

的。因為聖經明明講，問題是在於「信」，

亞伯所獻上的被看為比該隱獻上的更

美、更好。上帝是先看上亞伯，然後才

是他的供物，上帝看人，是看重我們的

內在更勝過看外在的形式；以及獻祭的

內容，絕對不是從獻祭的多少、豐富而

來決定，而是我們的心更為重要的。聖

經說亞伯的「信」見證了一個真理，所

獻上的被看為美的這個「信」，因他表

達出「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膏油」

的那種聽命順從。 
該隱不是一個聽命順從的人，他與

弟弟在田裡頭一見面，心中就有一股怒

氣，就把弟弟亞伯打死了。打死以後還

挖了大坑，把屍首丟到坑裡去。沒想到

亞伯雖然死了，上帝還聽到他靈魂的呼

喊，向上帝呼叫喊冤，所以聖經記載亞

伯雖然死了；但因信仍舊說話。 
希伯來書還繼續談，亞伯這個人被

上帝看重的事情，以及他的祭物被看

重，這代表神與人之間的一個重要事

情，人如何可以站在這位至終的審判者

面前，我們是因為「因信稱義」，絕對

不是因為功德，或是因為獻了多少豐富

偉大的東西而稱義。聖經上說：因著「信」

他得以稱義的見證。 
「稱義」這是法庭用語，意思就是

在審判者面前，可以坦然無懼的被宣告

為無罪的，他就可以安穩的站立。那我

們在神的面前，如何可以站立？這是每

個在靈性裡面尋求的人，都會問的一個

問題。許多宗教大都以積功德，或是遵

守一些宗教上、律法上的一些形式規

定，作為判斷是否有達到的條件。可是

這裡卻說：不是這樣的。就在亞當的第

一個後代，上帝就說是「因信稱義」，

絕對不是要靠著自己去做功德行善，或

是遵守某些規條，神說不是這些，神所

要的就是聽命順從的信靠，這就是亞伯

的見證。（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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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士師記 

10／14 一  士師記十四章 1~9  參孫徒手，撕裂猛獅 
參孫雖自母腹就歸耶和華作拿細耳人，要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轄制。他卻貪

愛女色，毫無拯救百姓的負擔和使命。 
一、v1 參孫怎樣決定婚姻的對象？他的父母怎樣勸他？他用什麼理由堅持？參申七

3、4。我怎樣決定我婚姻的對象？參林前七 39，林後六 14。  
答：參孫用眼見和外貌決定婚姻的對象。他父母勸他在親族或本國中尋找合適的對

象，不要娶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他因喜悅那女子，堅持己見。他完全無視，

不可娶迦南女子的禁令；也不看重自己從出生，就作拿細耳人。他對律法的無

知在婚姻上的隨便和失敗，使他無法救同胞脫離非利士人的欺壓。 
二、v6 什麼時候，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參孫有什麼行動？這事對參孫有什麼

意義？我求聖靈充滿我，使我能超越自己的限制，被神所用嗎？  
答：參孫在亭拿的葡萄園見一隻少壯獅子向他吼叫，耶和華的靈才大大感動他，他

手無寸鐵，卻撕裂獅子像撕裂羊羔一樣。他體會耶和華的靈充滿，使他有超人

的力氣，能作平常人作不到的事。這提醒他歸耶和華為拿細耳人，應該為神所

用，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轄制。參民數記六章。  
三、v8 參孫做了什麼？為何不跟父母說實情？我拒絕做讓自己陷入說謊試探的事

嗎？  
答：參孫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見之前撕裂的死獅內有一群蜂子和蜜，於是用手取蜜，

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裡，也給他父母吃了；只是沒有告訴這蜜是從死獅之內

取來的。參孫應該知道自己是拿細耳人，不應該碰觸死屍，因此不敢告訴父母

實情。參民六 6 
 
10／15 二  士師記十四章 10~20  謎題破解，參孫惱怒 
一、v12 宴客時，參孫出什麼謎語？陪伴者答不出謎語，就作什麼？參孫的妻怎樣行？

歡樂時，我仍謹慎言行嗎？  
答：「吃的從吃者出來，甜的從強者出來」。陪伴答不出來，就威脅參孫的妻子，

用火燒死她和她父家。參孫的妻就在參孫面前啼哭，直到參孫將謎語告訴她。

她便將謎語告訴她本國的人。原來快樂的喜宴卻產生威脅對立。 
二、v18 陪伴者答出謎語，參孫感受如何？他怎樣實踐承諾？受到不公平對待，我仍

願意倚靠神遵守承諾嗎？ 
答：參孫指責陪伴者利用他的妻子套取謎底，如同使用不應耕田的小母牛來耕田，

非常不公平。於是下到亞實基倫殺了三十個非利士人，奪了他們的衣裳，交給

猜出謎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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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19 參孫給了衣裳後，有什麼行動？他的婚姻呢？我任意發怒，意氣用事嗎？參

箴廿九 11。 
答：參孫自認婚宴程序已經完成，就發怒回父母家去了。女方的父親以為婚姻破局

了，就把參孫的妻子就歸給了其中的一位陪伴，免得嫁出去的女兒沒有丈夫，

無人供養。 
 
10／16 三  士師記十五章 1~8  參孫報復非利士人 
一、v1 參孫要進妻子內室，岳父有什麼行動？為什麼？有什麼建議？我尊重自己和

他人的婚姻嗎？參箴六 32~35。  
答：岳父不容許他進入。因為他已把參孫的妻子給了他的陪伴。他建議參孫可以娶

妻子的妹妹，因為她更美麗。 
二、v3 參孫遭受拒絕後說什麼？採取什麼行動？遭受不公平或被拒絕，我願禱告交

託神不報復嗎？  
答：參孫認為非利士人得罪了他，他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他就去捉了三百隻狐

狸，將狐狸尾巴一對對捆上，點著火把，放入非利士人的禾稼裡，將堆集的禾

捆和未收割的禾稼並橄欖園盡都燒了。 
三、v6 非利士人怎樣報復？參孫怎樣回應？我陷入冤冤相報嗎？帖前五 15。  
答：非利士人用火燒了那婦人和她父親。參孫向非利士人說：你們既然這樣行，我

必向你們報仇才肯罷休。參孫就大大擊殺他們，連腿帶腰都砍斷了。參孫只想

到自己的痛苦損失，卻不關心百姓被非利士人欺壓的痛苦。 
 
10／17 四  士師記十五章 9~20  參孫擊殺一千非利士人 
一、v11 猶大人怎樣應付非利士人的攻擊？有什麼錯誤？參申廿八 1~7。我受什麼不

良習慣長期綑綁轄制嗎？求神賜我力量醒悟悔改。 
答：猶大人捆綁參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裡。他們沒有醒悟悔改，回轉遵行神的話，

反而順應仇敵的要求，甘心被仇敵轄制。 
二、v12 參孫怎樣回應猶大人的要求？有什麼錯誤？參十三 5。我因個人利益損失，

拋棄神的託付與使命嗎？ 
答：參孫答應要求，只是不可害死他。他完全拋棄救以色列人的使命，竟然答應猶

大人的要求，只求自保性命。 
三、v13 參孫在什麼情況下被交給非利士人？耶和華怎樣使他擊殺敵人？他甚口渴，

他就作什麼？神怎樣幫助他？我在困苦時，求告神嗎？  
答：參孫被兩條新繩捆綁著交給非利士人。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的綁繩就

脫落下來。他見一塊驢腮骨，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參孫甚覺口渴，就求

告耶和華。耶和華使窪處裂開，有水湧出來，參孫就喝了，精神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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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0／18 五  士師記十六章 1~14  參孫迷戀大利拉 

一、v1 參孫到哪裡？與什麼人親近？有什麼危險？他半夜起來作什麼？我允許或恨

惡逢場作戲嗎？參箴六 25、26。  

答：參孫到了非利士人的城迦薩，看見一個妓女，就與她親近。非利士人就把他團

團圍住，在城門悄悄埋伏，等到天亮便殺參孫。但參孫半夜起來，將城門的門

扇、門框和門閂都拆下來，扛在肩上，扛到希伯崙前的山頂上。參孫濫用神賜

的力氣，浪費神的恩典。  

二、v4 參孫喜愛什麼樣的女人？大利拉問他什麼問題？這問題明顯有什麼危險？參

孫第一、二、三次怎樣回答？敵人在那裡？我明知故犯嗎？  

答：參孫喜愛一個結過婚的婦人。大利拉問他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力氣，怎樣能勝過

他。這問題明顯要參孫洩底，要讓仇敵制服他。參孫回答用七條未乾的青繩子、

用沒有使用過的新繩捆綁他和把頭上的七條髮綹與緯線同織就可以勝過他。非

利士人就埋伏在婦人的內室，等候要殺害他。 

三、參孫為什麼不離開？參箴五 3、4。我管束自己眼目的情慾嗎？我允許第三者進

入婚姻嗎？或，我是第三者嗎？ 

答：參孫貪戀女色，不肯離開。 

 

10／19 六  士師記十六章 15~22  參孫吐實，慘被捉拿 

一、v15 大利拉要求什麼？參孫有什麼痛苦？我是否仍受罪惡纏擾，心裡煩悶要死

嗎？  

答：大利拉要求參孫與她同心，不可欺哄，要說出力氣大的袐密，才是真的愛她。

她天天催逼參孫，甚至參孫心裡煩悶要死。 

二、v17 參孫說他屬於誰？什麼身分？他的生活如何？我清楚自己的身分，有相稱的

生活嗎？參林前六 18~20  

答：最後說出他屬於神，自出母胎就作拿細耳人。他的生活顯出他屬於情慾，是女

色的奴隸。 

三、v19 大利拉怎樣除去參孫的能力？參孫醒來，不知道什麼？他的下場如何？我警

戒自己，遠離罪惡嗎？參箴五 20~23  

答：大利拉使參孫枕著她的膝睡覺，叫人來剃除參孫頭上的七條髮綹。參孫醒來，

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非利士人就拿住他，剜了他的眼睛，用銅鏈拘索

他，他就在監裡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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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日  士師記十六章 23~31  參孫求神，最後一擊 

一、v25 非利士人怎樣侮辱參孫？士師參孫有美好的出生，無人能敵的力氣，為什麼

落到被敵人侮辱的下場？我追求聖潔，善用神給我的恩賜嗎？帖前四 3、4。  

答：在非利士眾首領和群眾面前，戲耍參孫。參孫從未看重自己的身份，過分別為

聖的生活。他的力氣沒有奉獻給神使用，反而濫用在罪惡情慾中，痛苦侮辱是

必然的結果。 

二、v28 參孫受辱時，尋求誰？他就作什麼？結果如何？我受辱痛苦時，向神禱告嗎？

我順服神嗎？ 

答：參孫求告耶和華，賜他力量報仇。他手抱住托房的兩根柱子，盡力屈身，房屋

倒塌，壓住首領和房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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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柬埔寨】徐葳葳及其夫婿史偉家 

【大牛三遷 高涅三窟】 
晚上九點走在高涅大街，稀稀疏疏幾聲狗叫、聽起來就挺敷衍的，零零星星幾家

燈火、看起來也不太熱情。到了高涅國小，歡喜喧囂若隱若現，繼續往高涅廟的方

向走，音量漸漸調高，抵達人聲鼎沸的源頭，我們也到家了。嚴格說起來，不是我

們家，而是和我們以木板為隔間的左鄰和右舍：兩個白天買賣冰塊、塑料裝飲水和

罐裝啤酒的居家店面，夕陽西下華麗轉身，變裝為開啤酒趴的夜店，兼營生張熟魏

的賭場。我們住在中間！五月一日搬到這裡後，從前隔三差五上我們家的張三李四

王五，現在難得碰上一面，問起怎麼沒來串門，面有難色吞吞吐吐：不想被貼標籤

成了吃喝毒賭之徒，只有保持距離；我們則是與主越來越親近麻吉，呼求主名越來

越迫切殷勤，尤其夜不成眠的輾轉反側。 
起初心存僥倖，既然偶一為之，自然無可厚非，慢慢才確認，這裡新鮮空氣稀薄，

而且越夜越來勁，是生活的常態、也是生意的理所當然。人在屋簷下卻力有未逮的

挫敗，儘管不擇良木而棲、也不逐水草而居，我們十足掙扎的起了搬家的念頭，傷

心喪氣地做了搬家的抉擇。同一天下午，得知一百公尺外，一個整修中的同型連棟

單間，預備出租。宣教工場上每個落腳的定點，都是慎重其事禱告尋求的結果，不

只是神所揀選的居所，也是福音外展的起點，更是做光做鹽的輻射軸心，神指引我

們的腳步，意料之外的異地而居，「為著福音的緣故」。 
正是「為著福音的緣故」，我們來到高涅。高涅縣有五個鄉，我們聚焦在高棉人

密度最高的稻田鄉，期使鄉民們都知道耶穌是誰，九個村子都有以耶穌基督為元首

的教會被建立在當中。至於作法，談不上策略，畢竟沒有奇門遁甲，也沒有大隊人

馬，就是兩雙佳美腳蹤，日復一日、挨家挨戶：聽過耶穌嗎？來認識耶穌吧。正面

回絕的屈指可數，多半不置可否，容我們說說聽聽，有的興味盎然、也有一臉茫然、

有人處心積慮找碴鬧場、也有人你問我答毫無冷場。頭一回上門算開場，第二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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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人應對的晴雨冷暖，不言自明有沒有下一次。一年多以來的地毯式踏查，對

話質量比，成圓錐體螺旋式上升，大量耶穌初體驗的泛泛開場，堆砌雕琢了量少質

精的「和平之家」：一家人歡迎我們隨時光臨，就是要來聊耶穌、問耶穌，親朋好

友、左鄰右舍，順道說說聽聽。 
經驗學到教訓：孤軍奮戰的「和平之子」，夭折率百分百；三股合成繩子不易折

斷的「和平之家」，後勢看漲。我們樂見稻田鄉民認罪悔改、信而受洗，我們期待

九個村子都有神的教會在當中被建立；然而現階段，我們求神興起更多的「和平之

家」，讓初聞耶穌的稻田鄉民，因為心竅開了、對耶穌有胃口了，願意更認識耶穌，

樂意我們上門多說說耶穌，好讓他們多聽聽，也招呼遠親近鄰一道長見識，成就神

與人的和睦平安。 
【感恩與代禱】 

1、感謝神顧念、保守、引導，再一次為我們預備住處。我們已於 9/15 搬家，為我們

在新住處與鄰舍有好的關係禱告。 
2、感謝神，賜下許多分享福音、見證耶穌的機會。請為高涅縣稻田鄉九個村子，每

個村子都有一戶「和平之家」，村民可以自由進出、聽講耶穌。 
3、感謝神，福音的種子在高涅人心中冒出芽苗：有人持續閱讀福音單張、聖經故事

單行本一年有餘、有夫妻正慎重思考是不是要採取行動更認識耶穌、有母女開始

一個禮拜讀一章聖經…。 
4、柬埔寨年度最大的節期萬靈節，今年落在 9/14~29，柬埔寨全國寺廟，每天都有

盛大祭典，千家萬戶共襄盛舉，求神饒恕赦免，也求神彰顯大能，使高棉人離棄

偶像、歸向真神。 
5、請為福音單張的設計和書寫，作為福音預工的《與國際接軌》工作坊的規劃和執

行，求聖靈恩膏、求主使用。 
6、求神加添我們身心的力量，醫治我們的疾病、修復我們的免疫系統。 
 

本堂上主日(10/6)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66,274 元 

按月奉獻(123 筆) 747,750 元 

建堂奉獻(7 筆) 41,000 元 

感恩奉獻(44 筆) 101,400 元 

其它奉獻(3 筆) 3,200 元 

差傳奉獻(17 筆) 68,200 元 

代轉贈與(12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香港局勢各方克制，悔改歸正承認錯誤，

仇恨化為正直和平。 

□ 為彩虹愛家遭受抹黑，影響堂會關懷學校；

生命教育蒙主保守。 

□ 求主引導弟兄姊妹渴慕真理，天天讀經禱

告，樂意親近神，在主的真理上持續扎根。

生命被主更新變化，將信仰實踐在家庭、生

活與工作。 

□ 求神預備合適的同工，委身於惠林社區陪讀

班的事工中，為志工不受挫，忙碌中有力

量。下週國中考試，學生能專心讀書，也能

理解，不要放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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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

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

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以賽亞書六

十六章 2 節） 

綜合消息：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5～

8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2019 差傳年會 

活出信心的旅程 

時間：10/26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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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六組「活出福音」見證分享 

歡迎關心神國事工及各地宣教士們 

 

「兒童支持宣教」義賣 

奉獻最好的，給需要的人 

時間：10/27 主日 12:00〜13:00 

地點：南京堂二樓 

物品募集：10/13、20 主日 9:15〜12:00

請送至一樓兒主宣教服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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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1/14（週四）19:30 南京

堂，由張南驥弟兄主講：時不我與—傳道書

三章 1~13 節，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信徒聚會：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今天 14:00 南京堂 205 室，由余

貴馨長老主講：「接地氣的基督徒」歡迎各

家庭參加。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 10〜12 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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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講座班：每主日上午 9:30、11:00 兩時

段於 405 室上課，歡迎邀請慕道友參加。 

 

你們要呼求我， 

禱告我， 

我就應允你們。 

你們尋求我， 

若專心尋求我， 

就必尋見。 

耶廿九 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