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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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  第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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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讚美 7  讚美 7  讚美 7  讚美 19 
禱告…  李孟竹  凌旺楨  連柏捷  林姿如  鄧光中 

獻詩…  愛是永存不息   領我，領我！ 
啟應…  詩 25 篇  詩 25 篇  詩 25 篇  詩 25 篇  詩 16 篇 

頌讚…  讚美 191  讚美 191  讚美 191  讚美 191  讚美 30 

讀經…  路十八 1~14 路十八 1~14 路十八 1~14 路十八 1~14 約二 1~11 

講題…  信心與謙卑 信心與謙卑 信心與謙卑 信心與謙卑 水變成酒 
證道…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龍浩雲 

頌讚…  讚美 220  讚美 220  讚美 220  讚美 220  讚美 371 

祝禱…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龍浩雲 

司琴…  施慧慈  何念恩  呂美賢  劉貞延  林貝蓁 

招待…  余智能  梁美玉  石美綢  王瑞欽  林石蕾 

  蔡俊沛  簡練青女 姜美蓉  汪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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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杜榮華  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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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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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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永存不息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我若明白各樣的奧秘，有各樣的知識，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我若將一切所有的給人，卻沒有愛，對我仍然毫無益處。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失禮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動怒，不計較人的過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存不息。 

恩愛詩班獻詩（第三堂）：領我，領我！ 

黑暗愁雲阻擋我道路，我怎能找到路。前面道路錯綜而迷離，領我，求主領我。 

◎領我啊領我，絕不走錯誤迷失道路。領我啊領我，領導我直到我抵天家路。 

危機四伏，仇敵顯威風，撒旦權力橫行，求在我旁保護並引領，我不敢孤獨行。(接◎) 

領導我直到我抵天家路，直到我抵天家路，甜蜜家，天上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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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練詩—總彩排 11.10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淫亂者受重罰 

   青少年聚會 高中: 練詩—總彩排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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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揚福音 11.4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1.6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聖經婚姻觀 11.7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個人靈修分享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人是誰 
  晚 7:00 

社青團契 歡喜讀— 
大小先知書(㇐)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與工作 

      
11.9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生命故事分享    新約班：以弗所書 同為後嗣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十㇐月查經內容 

詩卅六篇 
詩卅七篇 1~17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1.4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蔡秀美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1.5 二 下午 2:00 7 組 208  幼稚班 人犯了罪  創㇐ 27~30、創二 15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以色列人受欺壓  出㇐ 1~14 
11.8 五 晚 7:30 邱玲玲  郭道光  陶孟華  中年級 以撒出生  創廿㇐ 1~8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高年級 亞當家譜  創十~十㇐ 
   29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1.9 六 上午 9:30 陳順治  幼稚班 變水為酒  約二 1~11 
  下午 1:30 12 組 206  低年級 祝賀的禮物  太二 1~12 
  下午 2:30 30 組 207  中年級 ㇐同做工  徒六 1~7 
  下午 3:00 程玲玲  高年級 亞當家譜  創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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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曠野中的信心（二） 

 

王文衍 

讀經：民數記十四章 20~30 節

前些時，我們校園書房出了一本書

《這世界的守望者》，也感謝貴教會莊舒

華傳道為我們寫了推薦文，這本書就提

到，認識這世界的真貌之後，你仍然能

愛她嗎？這是人類所面臨最艱巨的任

務，作者說：你愈看這世界，愈會感到

嘆息，人怎麼會這樣？人心怎麼可以這

麼的險惡？你看到許許多多的社會案

件，在敗壞的過程裏，你愈了解愈清楚，

而你仍然要愛她，這乃是人類所面臨最

艱巨的任務。 其實作者是對教會講，我

們面對這樣的環境及處境的時候，你是

用什麼態度去看見她的？這太困難了，

上帝啊，我們真的沒辦法，這些人真是

朽木不可雕也，我們怎麼做都沒辦法，

讓他們去做吧。作者後面繼續講，對許

多人而言，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管他

的」似乎是最好的回應方式，你管那麼

多幹什麼？反正中秋節到了，我們肉照

烤、餅照吃，月亮還是一樣的圓，想那

麼多做什麼？過一天算一天吧！我們仍

然可以好好地敬拜，面對未來的新天新

地，我們仍然充滿盼望就好了，這個世

界終究是要滅亡的。我若把這句話轉成

教會版的話語，就會是：「管他的」似乎

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反正太陽還是一樣

會升起來的。這本書作者最後說，「管他

的」文化，是無法回應現實生活中的痛

苦與邪惡的。 

回到今天的經文，相信對當時的以

色列民來講，他們極其的害怕恐懼，我

相信對上帝而言，也可以不要管他們，

那是一群刁民，一群扶不起的阿斗，但

似乎上帝沒有放棄他們，上帝仍然帶領

他們。 

如今我們活在這個世代的處境裏

面，我們好像不得不管，好像我們不單

單是天上的國民，我們也是地上的公

民，我們處在這片土地當中，我們該怎

麼去面對？至少像這本書所說的，我們

看見這個世界，我們有沒有面對上帝託

付給我們的責任？我們有沒有勇於行

動，而活出一個有使命的人生？我相信

這本書的內容在提醒我們、在激勵我

們，讓我們想怎麼樣往前走，這是我們

要去思想的。 

當年耶和華審判他們說：「我照著你

的話赦免了他們，然我指著我的永生起

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這些人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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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

神蹟，仍然試探我這十次，不聽從我的

話，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的祖宗所

起誓應許之地。凡藐視我的，一個也不

得看見。」上帝數學很好，一次一次都

記下來，你可能試探完了之後，都不知

道自己試探了多少次，最後，「凡藐視我

的，一個也不得看見」，看到這段就開始

思想一個問題，我們從信主到現在，曾

試探過上帝多少次？主啊，祢這次讓我

怎麼樣，我就會怎麼樣 …；如果這次讓

我孩子找到好的工作，我就一輩子跟隨

祢…；如果我們怎麼樣 …；我們有時候

不小心也許了這類的願望，我記得我的

女兒有一次為了買一套漫畫，她看我猶

豫不決，她就突然跟我說：爸爸，如果

你買了這一套漫畫，我這輩子一生都孝

順你。我馬上可以知道，她對這套漫畫

的看重，遠遠超過我；我問：妳說真的

嗎？要錄音哦！後來我沒有買那套漫

畫，只買了幾本而已，到現在，她還是

可以孝順我，但是對我來講，當初我可

以看到如此。 

很多時候，我們會不會對上帝的期

盼與要求，一不小心就變成試探？經文

提到的「試探我這十次」之多，我們找

出來，你就會發現，每一次是不同的地

點，從過紅海到每個地方，我們現在雖

沒時間一個一個去看，但在這些試探當

中，我們會發現有不同的地點、不同的

時候，從出埃及記一直到民數記，最後

到這一次，他們拒絶要進迦南，這成為

他們整個試探神的高潮，這十次的試

探，好像都跟生活有關，跟吃、喝有關；

我們做個整理：六次是為水和食物埋怨

上帝，二次是不順服領袖，對領袖產生

懷疑，另外二次嚴重的罪惡是拜金牛犢

和探子報惡信。從生活所需、對人失去

信任、到最後徹底的對上帝做出叛逆的

事情，這十次的試探，一次又一次的臨

到他們的身上，都在曠野。若大家去思

想，耶穌也在曠野面對三次的試探，都

跟這三種試探非常的類似。魔鬼也是用

食物來挑戰耶穌，魔鬼又用榮華來挑戰

耶穌，到最後，魔鬼要耶穌敬拜牠，一

模一樣。也就說魔鬼沒什麼創意，就這

幾招。但是在曠野，以色列人失敗，而

在山上，耶穌得勝。這樣子的對照，我

們看見，從古到如今，那個試探仍然存

在，當年以色列民十次試探上帝，不曉

得你有多少次？ 

但是感謝主，這段經文說：除了迦

勒、約書亞和二十歲以下的一代，其他

的人都要為這連串罪惡受罰，要死在曠

野，不得進入應許之地，為成就此事，

神指示他們轉頭，由原路回到曠野去，

神對試探懲罰這群百姓不能進去迦南，

而一直要在曠野飄流。看見神，應該是

可以有更多的經歷，但你會發現，看見

神卻成為我們很多的思考。他們不認識

神，多次的看見神的作為、享用了上帝

的供應，但仍然叛逆試探；他們還是不

認識神，只是活在自己的裏面，把上帝

全誤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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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我們到底對上帝了解多少？不單單

我的女兒會對我講出那樣的話，我好像

也有分享過，我自己的兒子也曾經讓我

感到訝異，他怎麼這樣地看他的爸爸？

他很小的時候，有個東西壞掉，我就拿

出我的瑞士刀幫他修理，他第一次看到

一把刀裏面有那麼多的工具，有螺絲起

子、刀片、剪刀，我把東西修好，他眼

睛一亮，講了一句我到現在沒有忘記的

話，他說：「爸爸當你死掉的時候，可不

可以把這刀給我。」他現在已經大學畢

業了，他都忘了這件事，他也沒有跟我

要過這把刀，不過，當下我會有一種懷

疑，一定要等到我死掉了，我才能把刀

給你嗎？因為他覺得我會把那把刀抓得

緊緊的不會給他，所以，只有我掛掉的

時候，我沒辦法跟他爭辯時，才會給他。

那句話讓我看見兒子對爸爸的印象是如

此。我們對上帝的印象又是怎樣呢？會

不會很多時候，我們覺得上帝是吝嗇

的，我們對上帝的安全感是很低的，這

位上帝讓我捉摸不定，不曉得接下來上

帝的劇本是什麼？所以我要用最安全的

方式來揣摸上帝的心意 …。以色列人會

抱怨是如此，人發怨言不是舒發一點擠

壓在心裏的悶氣，而是直接的對付上

帝、頂撞上帝、進而拒絶上帝。失信所

帶來的，讓我們看見一個很可怕的光景

在我們裏面，很多時候我們把上帝變小

了，我們甚至把上帝扭曲了，甚至還把

祂丟在旁邊，想到時才把祂拿出來用一

下，沒有想到時，就當作沒有祂也沒有

關係。在當中，以色列民眼光的調整、

改變是不太一樣的。（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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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10/27)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8,159 元 

按月奉獻(65 筆) 355,500 元 

建堂奉獻(3 筆) 4,400 元 

感恩奉獻(39 筆) 95,100 元 

其它奉獻(3 筆) 5,300 元 

差傳奉獻(29 筆) 116,900 元 

代轉贈與(10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政府有正確決策與方向，不成為中美二國

間較力爭競的棋子。 

□ 為台灣 2020 總統選舉，無攻訐抹黑、不製

造族群、世代之間撕裂，百姓選出賢能。 

□ 長傳執教同工群身心靈健壯，敬虔愛主，與

神有美好聯結，忠心牧養群羊。 

□ 求主保守兒主同工團隊，從核心同工、執事

團隊到各班級團隊，求神興起新的同工加

入，新舊同工有好的交接。新加入的同工見

習、適應、滿有服事心志。舊同工服事滿有

熱忱、有榜樣、有陪伴新進同工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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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路得記 

11／4 一  路得記一章 15~22  婆媳同行，返回猶大地 

路得跟隨婆婆拿俄米，是斷送前途；她要照顧日益衰老的婆婆，不會再有婚姻、兒

子。她們無法工作，沒有收入，三餐都成問題，前面只有更多的艱難困苦。 

一、v15 拿俄米怎樣勸路得？v16 路得用哪五方面表達，她堅決跟隨拿俄米的決心？

即使有苦難，我仍堅決跟隨主嗎？ 

答：看哪，妳嫂子已經回她本國和她所拜的神那裡去了，妳也跟著妳嫂子回去吧！

路得回答：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妳。妳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妳在哪裡住

宿，我也在那裡住宿；妳的國就是我的國，妳的神就是我的神。妳在哪裡死，

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妳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

罰與我！ 

二、v19 拿俄米回到家鄉，合城的人有什麼反應？v20 拿俄米怎樣回答？我失敗後，

快快回到神面前嗎？  

答：合城的人都驚訝：原先拿俄米和先生、兩個兒子出去；現在只有她和路得，兩

個無依無靠的寡婦回來。拿俄米要求不要再稱呼她拿俄米（甜），要稱呼她瑪

拉（苦）。因為全能者使她受了大苦，原來她滿滿地出去（先生和兩個兒子），

現在卻空空地回來（失去先生、兒子），三餐都成問題！  

三、v22 那時「正」是什麼時候？對婆媳兩人有什麼重要？我在困難缺乏時，仍相信

有神恩典的預備嗎？  

答：那時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可以拾取麥穗，維持生活。所以，離開神，是愁

苦；回到神前，有神的恩典。  

 

11／5 二  路得記二章 1~13  路得拾穗，巧遇波阿斯 

一、v1 路得提出什麼要求？她到了誰的麥田？v3「恰巧」和 v4「正」對路得有什麼

特別意義？我甘心順從主，體會神「恰巧」的恩典嗎？  

答：路得主動要求往田間去拾取麥穗。她恰巧到了本族人波阿斯的麥田，而波阿斯

正從伯利恆來。她就得著波阿斯特別的照顧和保護，不受人欺負。 

二、v8、9 波阿斯怎樣保護路得？v10 路得怎樣回應？我記得人對我的恩情和體恤嗎？  

答：波阿斯要求路得不要往別人的田去，他已吩咐僕人不可欺負她；她若渴了，可

以去喝僕人打來的水。路得感激波阿斯的恩惠和體恤。 

三、v11 波阿斯進一步說什麼？路得有什麼感受？我用慈愛的話安慰人嗎？  

答：波阿斯進一步指出他知道路得對婆婆的孝順和美好的生活見證，願耶和華照她

所行的賞賜她。路得感受到波阿斯的肯定、慈愛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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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三  路得記二章 14~2  波阿斯厚待路得 

一、v14 波阿斯怎樣照顧無依無靠的寡婦路得？我身邊有哪些弱勢者，我願用愛心和

智慧關懷他們嗎？  

答：吃飯的時候，波阿斯請路得一起吃餅，並將餅蘸在醋裡。他又交待僕人寬待路

得，就是路得從麥捆中拾取麥穗，也要容許她，不可羞辱她；並且要刻意從麥

捆裡抽出些來，留在地上，任她拾取，不可叱嚇她。波阿斯愛心智慧待路得，

給她尊嚴和恩惠，卻沒有剝奪她辛勤奮鬥工作的機會。 

二、v17 路得拾取多少大麥？怎樣處理所得著的？我愛顧尊敬長輩，盡本分照顧嗎？  

答：路得拾取了約有一伊法（約 20 公升）大麥。她將所得著的交給婆婆，並將吃飽

剩下的給了婆婆。 

三、v19 婆婆怎樣關心她？她怎樣回應？婆婆有什麼吩咐？她怎樣回應？我對於父母

及長輩的愛心叮嚀，願意完全順服聽從嗎？  

答：婆婆關心她到了誰的田裡。路得不但告之到了波阿斯的田，並說出波阿斯要求

她緊跟隨他的僕人拾取，直到收完了莊稼。婆婆吩咐路得，要接受波阿斯的要

求，跟著他的女僕在一起。路得完全順從，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麥。 

 

11／7 四  路得記三章 1~5  為路得安排婚姻 

一、v1、2 拿俄米要路得作什麼？她的心如何？她留意什麼事？我愛我的家人親戚

嗎？我願有犧牲捨己的愛嗎？  

答：拿俄米要為路得找個安身之處（結婚），使她享福。她的心裡滿了愛--犧牲捨己

的愛。按理說，拿俄米與波阿斯同輩，她可以為自己安排婚姻。她留意使路得

與波阿斯的使女熟識，抓住千載難得的機會，趁波阿斯在塲上簸大麥的夜晚，

向波阿斯要求盡義務，使路得有婚姻。  

二、v3 拿俄米怎樣教路得？路得怎樣回應？我相信並遵行神的話嗎？參約十四 21。  

答：教路得按風俗沐浴抹膏，換衣服，到塲上，不使人認出；看準波阿斯睡臥的地

方，掀開他腳上的被，躺臥在那裡；波阿斯必告訴她當作的事。她的教導不但

使路得知道怎樣作，並有勇氣、信心。凡婆婆所吩咐的，路得都去遵行。 

 

11／8 五  路得記三章 6~18  波阿斯接納路得 

一、波阿斯何時發現路得在他旁邊？v9 路得提出什麼要求？波阿斯對路得有什麼稱

讚？有什麼保證？我相信順從神，神有奇妙的帶領嗎？參約十一 40。  

答：波阿斯睡到夜半，忽然驚醒，翻身過來，發現路得。v9 路得要求波阿斯盡親屬

的責任，照顧保護她。波阿斯稱讚路得沒有按自己的喜好，跟從和她年齡相彷

的少年人；她有美好的品行，是賢德的女子；願她末後的恩典大過先前的恩典。

又保證盡親屬的責任，倘若另一位更近的親屬不肯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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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14 天快亮的時候，波阿斯有什麼行動？我常存愛心，為人著想、預備嗎？  

答：波阿斯為顧及保護路得的安全及名聲，沒有在黑夜時要她離開，而天快亮在人

不能辨認的時候起來，給路得六簸箕大麥（約 40 公升），幫她扛在肩上。 

三、v16 路得向婆婆報告什麼？婆婆怎樣安慰鼓勵路得？我祈求家人能互信互愛，彼

此安慰鼓勵嗎？  

答：路得把所有的事都述說一遍，也轉述波阿斯說「你不可空手回去見你的婆婆。」

婆婆安慰路得，要她放心，只管安靜等候，因為波阿斯必定辦成這婚事。 

  

11／9 六  路得記四章 1~12  波阿斯願盡義務 

一、v1 波阿斯到哪裡？恰巧發生什麼事？我將一切交託神，順從神嗎？  

答：波阿斯到城門，恰巧那至近的親屬經過，以致當天完成贖地，並娶路得的事。  

二、v2 波阿斯請哪些人作證？向至近的親屬提出什麼要求？他的回應如何？參利廿

五 23~28。v9、10 波阿斯做了什麼承諾？我願意為親人盡義務，即使沒有好處

也在所不惜嗎？ 

答：他請十位本城長老作證人，向至近的親屬提出律法的要求：贖回以利米勒的地，

並娶路得為妻。他願意贖地，但不願娶路得為妻。波阿斯願意贖地，也願娶路

得為妻，雖然對於自己的產業會有損失，但他不享權利，願盡近親的義務。 

三、v11 長老們說什麼？為什麼？我真知道要蒙福，就必須順服神嗎？參申廿八 1~14。  

答：長老與眾民為波阿斯祝福，因為波阿斯遵行神的話，盡親屬的責任。 

 

11／10 日  路得記四章 13~22  路得懷孕生子 

一、v13 誰使路得懷孕生兒子？給他取什麼名字？與大衛王有什麼關係？我願甘心犧

牲順服，給下一代好榜樣嗎？  

答：耶和華使路得懷孕生了一個兒子，給他取名叫俄備得，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親，

耶西是大衛的父親。大衛成為以色列的王，勝過一切仇敵，帶來興盛平安。 

二、v14 婦人們怎樣稱頌耶和華？怎樣祝福嬰孩？怎樣稱讚路得？我把握機會稱頌

神，稱讚人嗎？ 

答：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祂沒有撇下拿俄米，使她沒有至近的親屬

照顧。願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著名聲，他必奉養拿俄米，成為她晚年的安慰和

快樂。路得愛慕無依無靠的拿俄米，比七個兒子還好（更孝順，更可靠）。 

 

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 

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 

（箴言十六章 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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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工業福音】賴明芳、劉娜娜夫婦 

賴明芳宣教士因血糖過高，三個月定期回診，

7/17 看報告時，醫生發現肝指數都超高，在三、四

個月前的例行檢查，肝指數都正常沒有發炎，立刻

轉診到肝膽腸胃科。7/18 住院做了許多檢查，無法

查到病因，經轉介至台北的醫院再做詳細的檢查。 
8/5 到台北住院做各項檢查，及黃膽引流手術，

醫療團隊提出於 8/29 胰臟腫瘤切除手術計劃，8/12
出院回家休養，增胖計畫讓身體有體力接受後續的

治療。感謝主，8/29 的胰臟腫瘤切除手術非常順利，

割除了一部份胃、十二指腸、胰臟頭、膽管和膽囊

等器官，也拿掉 18 個淋巴球，在加護病房一天後即

可轉入普通病房，於 9/13 出院返家休養，並 9/26 開

始服用口服化療藥物。 
每次化療需三週時間，兩週吃化療及相關藥

物，第三週不吃化療藥，週一驗血，週三門診看報

告，再評定下次開始服化療藥的時間，總共有十次，

預計至少需要八個月。剛開始吃化療的藥，看到有

許多副作用有些膽戰心驚，有腹瀉、腸胃不適、呼

吸急促、心跳加快、皮膚發癢 ...等等。但靠著主的

恩典及眾教會肢體的禱告，身體漸漸適應。因胰臟頭割除，無法產生胰島素，所以

飯後血糖常常飆到 200 左右。需要大家禱告。謝謝你們在主裡的關懷及不住的代禱。 
在賴宣教士住院時間，劉娜娜宣教士除了在醫院照顧之外，還要到教會事奉：每

週三、六都有查經班，和兩次陪讀，還有教會許多行政事物。中間也去做了大腸息

肉年度追蹤檢查，感謝主，沒有再長息肉。也曾主日因暈眩，只能躺在床上無法下

床到教會崇拜，感謝主，在充分休息後得以復原。 
這段期間謝謝弟兄姊妹的代禱與關懷，也謝謝南京東路禮拜堂及林森南路禮拜堂

的長老傳道在講台上的支援。差會也積極安排生病後的休養及照顧，和大觀新生命

中心牧養相關事宜。願神所建立的教會能持續被兼顧，羊群能得到好的牧養成為神

國門徒。 
【代禱事項】 

1、為宣教士身體，腫瘤切除手術整個腹部消化系統路徑重新接過，加上化療副作用，

以致胃口不好，請為腸胃能適應新的路徑，所吃進去的食物都能有好的吸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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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觀新生命中心牧養。願神所建立的教會能持續被兼顧，羊群能得到好的牧養，

被建造成為神國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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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

帶能力的。（路加福音一章 37 節） 

綜合消息： 
長老傳道執事聯席會議：今天 14:30 在南京

堂 205 室舉行，請長執傳道、同工參加。 

聖誕節洗禮：12/15 舉行，凡清楚重生得救

者，請洽服務台報名。（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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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明天 11/4 上午 10:00 在

新安 301 室舉行，請姊妹們參加。 

伉儷團契月例會：11/10 下主日 14:00 於南京

堂 205 室，由王寓文長老主講：南京堂的宣

教歷史—現況及展望，歡迎夫妻踴躍參加。 

徵召服事： 

教會詩班徵召班員：每週一 19:30~21:30 在

新安大堂練習，歡迎有歌唱恩賜及負擔的主

內肢體加入（11/11~12/23 預備聖誕獻詩），

意者請洽班長趙利美姊妹 0932035041。 

聖誕夜佈道會陪談同工徵召：12/24 週二

18:30~21:00 於南京堂，意者請至二樓櫃台

填寫報名表，或洽成弟兄 0953-290-772。 

為泰勞福音事工募集男性冬衣：八成新，運

動衣褲、毛衣，背心型外衣、冬季外套尤佳。

請於 11/10、17 兩週主日崇拜之後，帶至南

京堂 4 樓收集箱。 

徵召節期及特別聚會教會裝飾佈置志工：有

環境裝飾佈置相關經驗及恩賜；願委身服事

者，請向 2 樓服務台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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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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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消息： 

婚禮喜訊：張建盛弟兄、魏國媛姊妹，11/9
本週六 15:00 在南京堂大堂舉行婚禮，歡迎

觀禮，與新人一同歡喜快樂，祝福他們。 

安息：林志宏弟兄 10/13 安息主懷，11/8 本

週五 10:00 在南京堂 205 室舉行追思禮拜，

願神安慰家屬的心。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馬書十五章 13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