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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1953 年 6 月 14 日獻堂 

 

2020 年 1 月 12 日  第 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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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讚美 12  讚美 12  讚美 12  讚美 33 
禱告…  李孟竹  許世妹  鄧星昊  吳玉芳  王紫珩 

獻詩…        你們要唱新的歌 
啟應…  詩 100 篇 詩 100 篇 詩 100 篇 詩 100 篇 詩 42、43 篇 

頌讚…  讚美 404  讚美 404  讚美 404  讚美 404  讚美 248 

讀經…  出廿五 1~9 出廿五 1~9 出廿五 1~9 出廿五 1~9 林後四 16~五 10 

  卅一 1~6  卅一 1~6  卅一 1~6  卅一 1~6   
講題…  事奉的恩賜 事奉的恩賜 事奉的恩賜 事奉的恩賜 顧念所不見的 

證道…  唐立權  唐立權  唐立權  唐立權  梁守道 

頌讚…  讚美 226  讚美 226  讚美 226  讚美 226  讚美 301 

祝禱…  唐立權  唐立權  唐立權  唐立權  梁守道 

司琴…  羅皓恩  凌旺楨  姜以琳  莊永如  林貝蓁 

招待…  王若軒  廖雅璘  周美汝  王秀美  林石蕾 

  張秀玉  簡練青女 楊雅文  留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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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范大陵 
 

 

  

 本堂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10 號  TEL：2567-0840      FAX：256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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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你們要唱新的歌 

你們要唱新的歌頌讚神，你們要唱新的歌頌讚神，全地都要歌頌祂，永恆主， 

你們要歌頌祂，祝頌祂的名，天天傳報祂，述說祂的榮耀。你們要唱新的歌頌讚神， 

你們要唱新歌來頌讚神，全地都要歌頌祂，天天傳報祂的拯救，要在列國中述說祂的榮耀。 

願天歡喜，願地快樂，願海和充滿海中的，澎湃如雷， 

願天歡喜，願地快樂，願陸地和其中所有歡躍。 

因為永恆主本為大，當受極大的頌讚，唯獨祂可畏，超乎萬神之上！ 

你們要唱新的歌頌讚神，來啊！來啊！我們來向永恆主高唱，來啊來啊！來啊來啊！來啊！ 

你們要唱新的歌頌讚神，我們屈身敬拜，歌頌那永遠的救主； 

你們要唱新的歌頌讚神，來啊來啊！我們來向永恆主高唱，  

來啊來啊！來啊來啊！來啊！用詩歌向祂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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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國中、高中: 靈修營預備 1.19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撒但墮落 A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理性良心與信仰 
1.13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如何禱告 1.15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1.16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我喜愛的歌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細嚼慢嚥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晚 7:00 社青團契 契友認識活動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理性良心與信仰 
1.17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讀本好書：天路

歷程第 17 章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抵擋魔鬼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班：腓立比書 生死為基督 

1.18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暫停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月查經內容 

詩 42、43 篇 
詩 46 篇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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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幼稚班 不計較的亞伯蘭  創十二~十四 

1.13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以色列人離開西乃山 出卅三 1~3、7~19 
1.14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複習第㇐冊  創㇐～廿四 

  晚 7:30 石⾧豐  高年級 召亞伯蘭  創十㇐ 27~十二 20 
1.17 五 晚 7:30 新安 9 組 303  26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新安 32 組 B02  34 組 304  幼稚班 耶穌受洗  太三 13~17 
1.18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低年級 體諒  創十三 1~12 

  下午 2:30 17 組 203  中年級 上帝的應許  徒十三 16~23 
  下午 3:00 石美姬  24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召亞伯蘭  創十㇐ 27~十二 20 
   30 組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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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都知道，那就夠了！（上） 

 

陳興蘭 

讀經：詩篇 139 篇 1~6 節

前言 

蒙召事奉主 40 年來，我有許多亦師

亦友的屬靈同伴，他們愛神，愛人，愛

家，愛教會，真是我的好榜樣；他們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深深贏得我的敬愛與喜歡。可是我卻發

現其中不少人，他們心中，有一種淡淡

的憂傷。怎麼啦？聖經不是要我們常常

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嗎？為何

憂傷呢？我禁不住地為他們把把脈。 

哦！原來他們都知道神是無所不知

的，都知道神是無所不在的，都知道神

是無所不能的，可是他們忘了，神更是

無所不管的！直等到有一天，他們蒙神

光照，明白原來神是無所不管的，他們

就破涕為笑，心中的陰霾憂傷一掃而空

了。 

詩篇 139 篇就是講神的四個方面：

神無所不知（1-6 節）、神無所不在（7-12

節）、神無所不能（13-18 節）、神無所不

管（19-24 節），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

先講第 1 至 6 節，神是無所不知的。講

題是：神都知道，那就夠了！ 

詩篇 139 篇的作者，是逃亡中的大

衛，他正遭逢多災多難的打擊，內心委

屈辛酸，生命朝不保夕，生活顛沛流離，

身心艱難困頓，真是苦不堪言，在這悲

慘孤單的困境中，他驚喜地發現一件

事，令他開心地歡呼了起來： 

一、驚覺神在看著我（第 1 節） 

主啊！我所遭遇的一切，祢都看見

啦！主啊，原來在這傷心困頓的時刻，

祢正用祢慈愛的眼神，關心著我啊！於

是這個天涯淪落人，打從心底向神發出

親切的歡呼！我們一起用驚喜又親切的

歡呼聲，來讀第 1 節：「耶和華啊，祢已

經鑒察，認識我！」 

神在鑒察世事與人心 

1、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

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代下十六 9） 

2、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祂的慧眼察看

世人。（詩十一 4） 

3、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

前，都是赤露敞開的！（來四 13） 

人世間的是非對錯，善惡曲直，神

都看得清清楚楚，哪有甚麼事情瞞得過

神呢？鑒察，意指：銳利的注視，徹底

的看透，明察秋毫的知曉，對於行為不

正，內心黑暗，隨夥毀謗鄰里，傷人害

人的惡人而言，驚覺神在鑒察時，他們

的心必定恐懼戰兢，無地自容。對於愛

神，向神守約的人而言，發覺神正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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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時，心中則是安慰驚喜，因為感受到神

正以立約之愛的眼神，關注著祂子民的

疾苦，因此手潔心清的人，坦然無懼，

歡迎神以慈愛的眼光，看著我們，在乎

我們，誇獎我們！此時此刻，驚喜不已

的大衛，親切又熱絡地，呼喊著神的名

字，歡迎神以關懷的眼神，看著他，了

解他，鼓舞他！ 

鑒察的結果，就是知道！ 

人是看外貌，神卻是看人的內心！

全知的神，鑒察我們的三個方面： 

1、我們的內在動機：神都知道（內心深

處的渴求）； 

2、我們的外在行為：神都看見 

3、我們口中的言語：神都聽見 

二、驚喜神知我的心 

「我坐下，我起來，祢都曉得。祢

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2 節） 

1、神精準地知道我們的內在動機。

茫茫人海中，有誰了解我的心？人是看

外貌，神卻看見我們的內心。人會誤會

人，神完全不會。 

有一年的母親節快到了，一個做媽

媽的，發現丈夫跟兩個讀小學的兒子神

神秘秘起來，這個做媽媽的心中好高

興，猜想他們父子三人正在預備母親節

的禮物。母親節終於來臨，早飯過後，

爸爸帶著兩個兒子，歡天喜地，從儲藏

室中拿出了他們精心預備的禮物。媽媽

一瞥，赫然發現，他們拿出來的，竟然

是一個水桶和一隻拖把，立刻哭了出

來，罵道「原來你們都嫌我沒有把家中

的清潔工作做好！」，媽媽的哭嚎叫罵

聲，令兩個兒子驚呆了。父親急著說明

緣由：「親愛的，我們三個人都覺得妳照

顧家庭十分辛勞，因此我們湊了零用

錢，買了拖把跟水桶，並且說好了，我

們分工，一人拖地兩天，全家一起分擔

家務！」 

啊！人會誤會人，令人心碎。弟兄

姊妹，你有沒有被人誤會過？滋味好受

嗎？大衛曾經被兄長斥責，口不擇言地

痛罵他跑到戰場來，是為了看以色列軍

隊的笑話，大衛更被他的君王和國人誤

會，說他企圖篡位，指責他通敵又叛國，

是個罪犯，逃犯，通緝犯，每項罪名，

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在身心困

頓，痛苦不堪之際，大衛堅定地相信，

神最了解他的心，神知道他熱愛著自己

的國家，熱愛著神的百姓，絕無二心！ 

是的，神從遠處知道我們的意念。

知道，必定採取行動，神絕不使人失望。

弟兄姊妹，單純清潔的動機，神會報答！

果然，多災多難的歲月過去了，大衛統

一了分裂的國家，成為全以色列的王。 

2、意念，往往也指我們內心深處最

強烈的嚮往與渴求，神都知道，祂會使

我們美夢成真！大衛做王後，他渴望建

造聖殿，並非因為他好大喜功，企圖藉

著建造大規模的公共建築，為自己名留

後世；而是因為大衛自己住在香柏木的

皇宮中，神的約櫃卻還在帳幕裡，大衛

愛神，求的是神的榮耀，渴望約櫃進駐

永久安息之所，不再漂流。大衛的心念

茲在茲，都是神的國和神的義，神哪裡

會不曉得呢？弟兄姊妹，你內心深處正

在躍動的嚮往與渴慕是甚麼呢？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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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撒母耳記上 

1／13 一  撒母耳記上四章 1~11  神的約櫃被擄 

一、v1~4 以色列人戰敗，提出什麼解決方法？理由是什麼？參申廿八 1~25。挫敗時，

我求告神，反省，找出原因，並按真理而行嗎？ 

答：將耶和華的約櫃從示羅運到以色列軍營，要救以色列人脫離敵人的手。申廿八

1~25 清楚說：若遵行耶和華的話，必定戰勝；不遵行，必定戰敗。  

二、v5 約櫃來到，以色列人怎樣迎接？v7~9 非利士人呢？兩軍交戰，結果如何？有

什麼教訓？我真誠遵行神的話嗎？  

答：以色列人大聲歡呼，地便震動。非利士人就懼怕，以為自己有禍了，卻彼此激

勵要作大丈夫爭戰。結果以色列戰敗，約櫃被擄，以利兩個兒子被殺。約櫃不

代表耶和華的同在，耶和華只與敬畏他，遵行祂話的人同在。  

 

1／14 二  撒母耳記上四章 12~22  榮耀離開以色列 

一、前線戰爭，以利在作什麼？憂愁時，我去禱告，直到有平安嗎？腓四 6、7。  

答：以利坐在自己的位上觀望，為神的約櫃擔憂。他縱容兒子犯罪，不知遵行神的

話是得勝的關鍵，竟允許約櫃赴戰場，落在憂愁裡。  

二、v21 得子是快樂的事，但為什麼取名以迦博？我求神的榮耀嗎？腓一 20。  

答：因為神的約櫃被擄去，她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榮耀離開以色列了。神的榮耀

不是那一天才離開，何弗尼兄弟犯罪不悔改時，神的榮耀就已經離開了。 

 

1／15 三  撒母耳記上五章  不可輕慢神的約櫃 

一、約櫃放在大袞廟裡，發生什麼事？參賽四二 8。我真知道神遠超一切偶像嗎？  

答：次日大袞仆倒在約櫃前，臉伏於地。又次日，大袞不但仆倒在約櫃前，臉伏於

地，並且頭和兩手都在門檻上折斷，只剩下大袞的殘體。  

二、v6 亞實突人遭什麼災禍？v9 約櫃送到迦特，迦特遭什麼災禍？v10 送到以革倫，

以革倫遭什麼災禍？我敬畏神，不敢得罪神嗎？  

答：亞實突人生痔瘡。v9 約櫃到迦特，耶和華攻擊那城，迦特人大大驚慌，無論大

小都生痔瘡。v10 耶和華的手重重攻擊以革倫人，有人因驚慌而死，未死的人都

生了痔瘡，合城呼號，上達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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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四  撒母耳記上六章 1~9  商議歸還約櫃 

一、為什麼要作五個金痔瘡和五個金老鼠？v6 他們怎樣勸首領？我堅持己見或謙卑

接受勸告？  

答：為了向耶和華陪罪，因五城的首領和百姓都得痔瘡，田地被老鼠毀壞。v6 勸首

領不要硬著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樣。  

二、v7 祭司建議約櫃要放在那裡？拉車的牛有什麼要求？牛犢呢？怎麼知道這災是

出於耶和華？參約七 17。我真心尋求神，按神心意而行嗎？  

答：約櫃放在新造的車子上，用未曾負軛有乳的母牛拉車，牛犢卻離開母牛，回家

去。若車直到以色列境內，母牛不受小牛吸引，說明這大災就是出於耶和華。

否則，就是偶然遇見的。雖是不信耶和華的非利士人，誠心尋求，也能尋見，

知道真相。 

 

1／17 五  撒母耳記上六章 10~21  不敬畏神惹禍 

一、車子停在那裡？伯示麥人怎樣迎接？  

答：車子停在伯示麥人約書亞的田間。伯示麥人看見約櫃就歡喜，將牛車劈了，把

兩隻母牛獻給耶和華為燔祭。 

二、V19 為什麼擊殺七十伯示麥人？v20 伯示麥人怎樣回應？我真認識神的威嚴榮

耀，敬畏祂嗎？參出卅三 18~23。  

答：耶和華因為伯示麥人擅觀他的約櫃，就擊殺他們七十人。伯示麥人就哀哭了，

說，誰能在聖潔的神面前站立…。v20 請基列耶琳人將耶和華的約櫃接去。 

 

1／18 六  撒母耳記上七章 1~4  單單事奉神 

一、v2 約櫃在基列耶琳多久，全以色列人才有改變？我堅持為家人禱告，直到他們

信主嗎？  

答：過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願意歸向神。 

二、v3 當存怎樣的心歸順耶和華？當有什麼行動？怎樣事奉耶和華？必有什麼結

果？我願單單事奉神嗎？  

答：當一心歸順耶和華，當除去外邦神和亞斯他錄，單單事奉祂。祂必救以色列人

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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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19 日  撒母耳記上七章 5~17  以便以謝 

一、v5、6 撒母耳聚集以色列人作什麼？v7 非利士人來攻擊，撒母耳怎樣處理？耶

和華怎樣幫助以色列人？我在危急時，立刻求神幫助拯救嗎？ 

答：以色列人就在打水澆在耶和華面前，禁食，認罪禱告；撒母耳就審判以色列人。

v7 眾民懼怕，撒母耳獻上燔祭，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大發雷聲，驚亂非利士

人，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 

二、v12 勝利後，撒母耳作了什麼？成功勝利後，我立刻感恩，記念神的幫助嗎？  

答：撒母耳立一塊石頭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

和華都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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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本堂上主日(1/5)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55,230 元 

按月奉獻(122 筆) 727,950 元 

建堂奉獻(6 筆) 44,500 元 

感恩奉獻(47 筆) 213,750 元 

其它奉獻(4 筆) 25,200 元 

差傳奉獻(30 筆) 157,700 元 

代轉贈與(14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長傳教執及同工能忠心竭力、按主心意牧

養所託付群羊，並儆醒禱告，看守主所託付。 

□ 為主日講台，講員按真理宣講神的話，順從

聖靈感動帶著能力宣講神言，不隨從世俗小

學潮流，務要堅守主道；會眾能預備心領受

神的話，並行出所聽見的真理。 

□ 2020 年求主興起更多關心台灣偏鄉需要的

門徒，更多預備自己前成為見證者的門徒。 

□ 為新一年度兒童主日學事工重點：牧養、教

學、共備、敬拜、銜接，求主更新。求主保

守兒主同工團隊，從核心教執同工團隊到各

班級團隊，都求主引領、更新，使有甜美合

一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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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

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書五章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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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聚會： 

新春感恩禮拜 

時間：1/25（週六）上午 10:00~11:0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歡迎弟兄姊妹 

同來敬拜、同頌主恩！ 

 

配合農曆春節：1/23~29 日春節假期，南

京堂、新安中心均暫停開放：1/26 成人主

日學、1/29 週三禱告會、各團契小組聚會

皆暫停，惟下列聚會照常舉行： 

1/25 週六 10:00 新春感恩禮拜（南京堂） 

1/26 主日第一~五堂敬拜（南京堂） 

1/26 兒主第二、三堂兒主及搖籃班 

（第一、四堂皆暫停） 

1/30 起所有聚會、課程恢復如常。 

基督精兵小組：今天 13:00~14:30 在 302 室，

題目：認識異端、極端。歡迎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聚會：今天 14:00 南京堂 205 室，

由劉明剛弟兄主講：我為何會生氣，歡迎夫

妻參加。 

SEED 宣教人聚會：1/18 本週六 10:00~12:00

在南京堂 407 教室，由基層宣教，杜林茜院

長主講：「面對屬靈爭戰及向傳統宗教束縛

者見證基督」。邀請弟兄姊妹參加。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2/13（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陳煥庭弟兄主講：「說對了話，無價」，

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課程訓練： 

成人主日學 1〜3 月課程：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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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生活：403 室 

靈命進深班─向下扎根：404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404 室 

新約班─腓立比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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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蔡文標弟兄（蔡明珍姊妹的父親）12/21

安息主懷，本週四 1/16 上午 10:00 在第二殯

儀館至善 2 廳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

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