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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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第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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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讚美 99  讚美 99  讚美 99  讚美 2 
禱告…  鄒柏林  吳千姬  連柏捷  紀智文  秦羽翔 

獻詩…  「克爾特」的感恩歌 你的財寶在何處 主居首位 
啟應…  詩 130 篇 詩 130 篇 詩 130 篇 詩 130 篇 詩 37 篇 

擘餅…  讚美 60  讚美 60  讚美 60  讚美 60  讚美 181 

讀經…  路十九 11~28 路十九 11~28 路十九 11~28 路十九 11~28 太六 1~6、路六 38 

講題…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神的報答 

證道…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185  讚美 185  讚美 185  讚美 185  讚美 385 

祝禱…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嚴  正  范大陵 

司琴…  葉逸寧  王心芝  張文慧  劉貞延  謝玫琪 

招待…  羅家叡  黃俊賓  黃鈺雁  姜郁玲  林石蕾 

  丘麗安  陳定源  張敉綺  劉麗莉  謝麗卿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吳紹楨  吳紹楨  吳紹楨  吳紹楨  王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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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獻 詩 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克爾特」的感恩歌 

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讚美創造萬物的天父。 

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讚美，要向拯救磐石來讚美。 

感謝主！榮耀和權柄都歸祢。感謝主！祢配得尊崇讚美！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長翅飛鳴，晨光輝映，好花美麗，頌揚創物尊名。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垂及萬千，隨風吹之草，顯主奧妙，天父充滿人世間。 

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讚美萬國盼望的天父。 

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獻感謝給主，我要獻上喜樂詩歌稱謝敬拜祢。 

感謝主！榮耀和權柄都歸祢。感謝主！祢配得尊崇讚美！（兩次）我要獻感謝給主， 

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我獻感謝！我獻感謝！ 

雅音詩班獻詩（第二堂）：你的財寶在何處 

一切事要尋求神；追求那屬天財富。將所需交託給神。 

財寶在何處，心就在何處。財寶在何處，心就在何處。 

看那飛鳥在天空。牠們無憂無慮遨遊。 

看那明亮太陽和花朵樹木，它們在晨光中與微風共舞。 

你在神的眼中豈不更看顧？因你比這些更寶貴！ 

一切事要尋求神；追求那屬天財富。將所需交託給神。 

財寶在何處，心就在何處。財寶在何處，心就在何處。 

姊妹會詩班獻詩（第三堂）：讚美 396 首「主居首位」 

我心屬主，我靈屬主，讓主居首位，在主腳前謙卑順服，讓主居首位。 

讓主居首位，讓主居首位，甚願在我心靈之內，讓主居首位。 

我家屬主，有主同住，讓主居首位，時常為我一家之主，讓主居首位。 

讓主居首位，讓主居首位，諸事皆以主為依歸，讓主居首位。 

教會屬主，蒙主拯救，讓主居首位，我為肢體，主為元首，讓主居首位。 

讓主居首位，讓主居首位，會內事工由主支配，讓主居首位。 

一生屬主，隨主任用，願主居首位，在凡事上顯主尊榮，願主居首位。 

願主居首位，願主居首位，終身從主永不違背，願主居首位。 

 

 

 

 

 



 -3-

講 壇 

 

 
        神都知道，那就夠了！（中） 

 

陳興蘭 

讀經：詩篇 139 篇 1~6 節

前年 11 月，我去了一趟以色列，因

為是第 3 次去聖地旅行，我們夫婦不再

拿著手機東照西照，而是到了任何參觀

點，都會找一個清靜的角落，安靜默想，

禱告親近神，直到集合時間前 5 分鐘，

才回到遊覽車上。我記得當我離開拿撒

勒那座雄偉華麗的報喜堂後，全遊覽車

上的神學教授們都對我說：「賴師母，妳

有一個朋友來找妳！」。我十分納悶，我

在拿撒勒並沒有認識的人啊，那會是誰

呢？他們又說：「那位姊妹問了我們的行

程，明天她還會來找妳！」 
第二天，當我們抵達另一個旅遊景

點時，果然看見一位身穿長裙，包著頭

巾的東方女性向我走來，她熱切又開心

地喊道：「賴師母，妳還記得我嗎？」啊！

我迅速搜索腦海中的記憶，卻想不起絲

毫線索，她看出我的窘狀，就說「在美

國紐約曼哈頓，我們有一面之緣啊，妳

還對我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改變了我

一生！」。我困惑又心虛地問：「我對妳

說了甚麼？」，妳說：「那妳還站在這裡

幹甚麼？！」哦，我想起來了，我好高

興她竟然來到拿撒勒！ 
事情是這樣的，10 多年前，我隨我

先生到紐約曼哈頓華人教會去講道，教

會接待我們住在教會客房。教會的幹事

是一位從台灣來的姊妹，所以對從台灣

來的我格外親切，一番寒暄後，她吐露

了自己內心的茫然與無助。 

她政大畢業，學的是阿拉伯語，多

年前就通過高級阿拉伯語的鑑定，她內

心有一個強烈的意念，就是，求神帶領

她從事榮神益人的工作！可是精通阿拉

伯語的她，尋求多年，都不清楚到底神

要派她做些甚麼，才叫榮神益人？這些

年來，她輾轉從台灣流浪到美國，又輾

轉流浪到紐約曼哈頓，在華人教會擔任

幹事，她內心那股想要榮神益人的強烈

意願，讓她感到既苦惱又徬徨！ 
聽了她的傾訴，我立刻大聲斥責

她：「妳連高級阿拉伯語的鑑定都通過

了，那妳還站在這裡幹甚麼？！」她吃

驚地愣了一會兒，卻又好像明白了些甚

麼，於是匆匆離去！回到住處，她上網

搜尋「精通阿拉伯語」，「婦女」等資訊，

果然，有一個福音機構正在招募精通阿

拉伯語的女性宣教士，將遣往以色列，

教導信耶穌的阿拉伯婦女，識字讀寫，

生理衛生與健康，如何促進家庭幸福，…
等事工。 

神早都知道這位姊妹心底那想要榮

神益人的強烈心志了，經過長時間的考

驗，在所定的時候，真的就為她開路，

領她來到主耶穌的故鄉，服務說阿拉伯

語的基督徒婦女，提升她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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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弟兄姊妹，無所不知的神，祂在天

上高高的寶座，看透了我們的內在動

機，祂從遠處就懂得你我心靈深處，那

高貴的嚮往與渴求，神樂意成全美夢，

讓祂的名字得著榮耀，願你跟神之間的

互動，活潑又親密！ 
三、驚嘆神都看見了 

「我行路，我躺臥，祢都細察，祢

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3 節） 
耶和華是大有智識的神，人的行為

被祂衡量！（撒上二 3）神給人自由意

志，祂很在乎人們日常的生活行為，是

否敬虔端正，手潔心清，勤奮上進；祂

更在乎所有的人，當面臨人生的關鍵抉

擇時，有否活出高貴的行誼。神按照人

的行為，按照人所做的，賞善罰惡。 
掃羅王，是耶和華的受膏者，他卻

心腸狹窄，容不下世上比他更優秀的

人，處心積慮要殺國之棟樑，以致大衛

淪落天涯，有如喪家之犬般，過著逃亡

的生活，超過十年之久。而大衛也是耶

和華的受膏者，他在逃亡的苦難歲月

中，兩次有機會殺了掃羅，提前結束自

己的苦難，可是大衛卻不肯伸手傷害耶

和華的受膏者，兩次放過掃羅的性命，

這高貴的情操，寬廣的心胸，不計前嫌

的善良，神都看見了，怎會不動容，怎

會不喜悅呢？ 
有一位姊妹，娘家住嘉義，在還沒

有高鐵的年代，每年大年初二回娘家，

買火車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差事，如

果能買到站票，就要偷笑了！有一年，

她跟她先生，竟然買到兩張坐票，也就

是說，提著大包小包回娘家的禮物，只

要上了火車，就可安安穩穩從台北一路

坐到嘉義。那一天，她終於擠上火車，

坐上自己的座位，但是很驚訝的發現，

她旁邊本來屬於她先生的座位，竟然被

一位女士佔據了，座椅下還放了兩支枴

杖，這位姊妹用眼睛示意要丈夫擠過

來，把那不該霸佔座位的女士喊起來，

真沒想到她先生站在門邊不肯過來，反

倒從台北一直站到嘉義。下車後，這位

姊妹向丈夫抱怨：「是你的位子，就該你

坐呀！」，沒想到她丈夫說：「人家都不

方 便 一 輩 子 了 ， 我 只 不 方 便 幾 個 小

時！」，這位姊妹聽了，由衷敬愛自己的

丈夫，有著一顆善良又高貴的心。是的，

神深知我們一切所行的。 
再講一個我自己的經歷。我年近半

百之後，最高興的事，就是向學校圖書

館申請到一張研究小桌，每天 8~10 小時

我在圖書館讀書，寫作，備課，快樂得

像活在天堂一般。能夠放下家務，走出

廚房，進到圖書館，我深深珍惜這份得

來不易的福氣；因此每天一大早來到研

究小桌時，我都很感動，忍不住跪下來

感謝神，然後才展開研究寫作的一天。 
我的研究小桌，座落在圖書館底層

一個最隱密的角落，我認為很安全，沒

有人會看見我在圖書館裡跪著禱告。真

沒想到，窗外對面就是遮雨棚，每天停

摩托車和腳踏車的同學們都看到了，還

傳遍學生宿舍，我卻完全不曉得。直到

過了幾年的謝師宴上，同學們對我說：

「賴師母，妳讀書前先跪著禱告，真是

我們的好榜樣，現在好多同學晚上做功

課前，都先跪著禱告，才做功課！」 
我嚇了一跳，原來學生們都看見

了，神更看見了。神垂聽了我在圖書館

中感恩與求智慧的禱告，隨後接下來的

幾年，我跪著禱告後所寫的講義，經由

香港兩家出版社，一本接著一本地問世

了。（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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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撒母耳記上 

1／20 一  撒母耳記上八章 1~9  百姓要求立王 

一、撒母耳年紀老邁，立誰作士師？他們品行如何？我留心為神國培養人才嗎？   

答：撒母耳立他兩個兒子作士師，他們貪圖財利，收受賄賂，屈枉正直。  

二、以色列長老提出什麼要求？撒母耳為什麼不喜悅？他怎樣行？耶和華給什麼答

案？我有大公無私嗎？不順利時，我向神禱告，得著答案和安慰嗎？  

答：以色列長老因為撒母耳的兒子不行神的道，要求立王，像列國一樣。撒母耳因

為他們要求立王不悅，而不是為了他的兒子。撒母耳禱告，耶和華要他只管依

從百姓，因百姓不是厭棄撒母耳，而是厭棄耶和華作他們的王。 

 

1／21 二  撒母耳記上八章 10~22  百姓堅持立王 

一、撒母耳指出立王之後，王將怎樣待百姓？百姓怎樣回應？對他人的事，我盡自

己本分說明，並將結果交給神嗎？  

答：王必派他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

長為他種田，打造器械；取他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作飯；也必取他們最好

的田地給他的臣僕；納十分之一的稅…。百姓堅持立王。 

二、百姓堅持立王，撒母耳怎樣處理？耶和華指示他怎樣處理？對人的堅持，我向

神禱告，求主指示如何行嗎？ 

答：撒母耳將百姓的話陳明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指示他只管依從百姓的話。  

 

1／22 三  撒母耳記上九章 1~14  掃羅尋找神人 

一、v1、2 怎樣形容掃羅的外表和能力？v3、4 掃羅怎樣遵行父親的吩咐？我因外表

和能力驕傲嗎？我盡力完成交辦的事情嗎？  

答：掃羅是個大能的勇士，健壯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身體比

眾民高過一頭。v3、4 他按照父親的吩咐出去找驢，走過以法蓮山地，又過沙利

沙地，又過沙琳地，又過便雅憫地，還是沒有找到。  

二、v5 一直找不到驢，掃羅有什麼顧慮和提議？v6~10 怎樣處理僕人的建議？我顧

慮他人的感受嗎？認真考慮他人的建議嗎？  

答：掃羅顧慮父親擔憂他和僕人，提議回去。v6~10 掃羅確定有禮物可送神人，就接

受僕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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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23 四  撒母耳記上九章 15~27  掃羅受邀坐席 
一、v15~17 耶和華怎樣吩咐撒母耳？v22~24 撒母耳怎樣待掃羅？我忠心完成神的吩

咐嗎？  
答：明日這時候，耶和華必使一人從便雅憫地來，你要膏他作以色列的君。v22~24

撒母耳使掃羅和他僕人在宴客中坐首位，並把預留的祭肉拿出來請掃羅。  
二、v20 撒母耳怎樣安慰掃羅？怎樣論到掃羅？掃羅怎樣回答？我謙卑嗎？我自以為

是，自以為大嗎？ 
答：你前三日所丟的那幾頭驢已經找到了。以色列眾人所仰慕的不是掃羅和他父家

嗎？意指掃羅要作領袖。掃羅卻自認他是以色列中最小的便雅憫支派，又是該

支派中最小的家，不明白撒母耳的話。他深覺自己微小，不配受人仰慕。 
 

1／24 五  撒母耳記上十章 1~16  掃羅受膏，兆頭應驗 
一、v1~5 撒母耳膏掃羅後，預言什麼事？v6 怎樣要求掃羅？v9 掃羅得著什麼？這些

對掃羅有什麼意義？我是新造的人，順從聖靈嗎？參加五 25。  
答：掃羅將遇見兩個人，告訴他驢已找到了；再遇見三人向他問安，贈送二個餅；

有先知受感說話，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掃羅，他也必受感說話，並變成新人。

v9 掃羅離別撒母耳，神就賜他一個新心。這些增添掃羅對神的信心。 
二、掃羅怎樣回答他叔叔？什麼事沒有說？為什麼？我多言嗎？箴十 19。  
答：掃羅回答：撒母耳告訴他驢已找到了，國事卻沒說。為要避免不必要的困擾，

這事還沒有到公開的時候，並且應由撒母耳宣佈，而不是掃羅宣佈。 
 
1／25 六  撒母耳記上十章 17~27  掣籤掃羅作王 
一、撒母耳掣籤掃羅作王，眾人怎樣找到掃羅？遇事不能解決時，我立刻禱告嗎？  
答：眾人求問耶和華，才從器具中找到掃羅。 
二、v26 掃羅回家去，有哪兩種人？掃羅怎樣處理？我不理會惡人的輕視嗎？  
答：有神感動的一群人跟隨他，但有些匪徒藐視他，掃羅卻不理會。  
 
1／26 日  撒母耳記上十一章 1~6  掃羅發怒亞捫人 
一、亞捫人來攻擊，雅比人怎樣處理？v2 亞捫人提出什麼條件？我害怕，不敢與仇

敵相爭嗎？  
答：雅比人不敢爭戰，要立約，服事亞捫人。v2 亞捫人提出殘忍嚴苛的條件：剜出

雅比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人。 
二、雅比的長老怎樣回覆亞捫人？在基比亞的百姓聽見有什麼反應？掃羅呢？我恨

惡罪惡，對罪發怒嗎？參詩七 11。 
答：雅比長老要求七天寬限，若得不著援救，就歸順亞捫人。百姓聽見就放聲而哭。

掃羅被神的靈大大感動，甚是發怒。神的百姓豈可被欺負，受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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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道介紹 

本堂新任傳道人簡介及見證 

高頌慈 

弟兄姊妹平安！感謝神的帶領，引導我來到南京東路禮拜堂服事，深切期盼未

來能與眾弟兄姊妹們一起經歷神的愛和恩典、同心事奉主。 

我出生在台北，父母親都曾經擔任過教會的執事。對於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我

來說，從小和父母一起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是我們生活中非常優先的事。雖然幾乎

不曾間斷過每個主日到教會聚會的習慣，但在信仰的歷程上，我也曾經歷過短暫的

叛逆期。曾經在信仰當中感到迷失和困惑的我，在尋索的過程中，領悟到神是我生

命的源頭，只有緊緊跟隨主，讓我的一生為主使用，我的生命才有意義和盼望。 

1996 年，我隨著家人移居美國洛杉磯。在美國的期間，我與家人一同在華人教

會聚會，並和弟弟一起參加教會裡的青年團契。投入團契事奉後，尤其是在開始擔

任牧養和領導的職位後，我也逐漸感到自己需要在神話語上有更多、更深的裝備。

關於未來的事奉方向，在一段禱告、尋求神的過程當中，約翰福音 21 章 15 節，耶

穌和彼得的那段對話進到我的心裡：「…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

餵養我的小羊。』」「你餵養我的小羊」這句話深深的激勵我的心，使我更加願意讓

主按祂的心意來使用我。但當時神並沒有馬上打開「接受裝備」的這扇門；一直到

大學畢業一年後，我才得以申請到北美的一所華人神學院—正道福音神學院就讀，

開始神學裝備的路程。 

2011 年，完成神學研究碩士科的學位後，神引導我在神學院從事教務行政的工

作。在參與、協助神學教育事工將近七年的過程中，體會到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

重要性；上帝奇妙的帶領和恩典，大約一年半前，使我有機會一邊服事，一邊繼續

在教育研究方面進修、學習。在過去這段期間，以賽亞書 50 章 4 節的經文，「主耶

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

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成為神給我的一個更明確的呼召：要成為一

個忠心研讀並傳講神話語的人，藉著教導神的話來扶持人成長。雖然我仍深感自己

渺小、不足，但深信那呼召我的主，必賜我夠用的恩典，成就祂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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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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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在高涅，我家大牛結伴遶境，好像兩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所撒的種子

就是神的道。撒的時候，有人聽了道，誠誠實實一臉狐疑，十足好奇耶穌有沒有身

長腿粗，無法想像耶穌怎麼可能比鳳梨酥還ㄙㄨ？大惑不解的分分秒秒，只要不期

然一陣清風吹過、兩顆芒果掉落、三隻小豬經過、小孩的哭聲、大人的叫聲、機車

喇叭聲，都可以讓素昧平生的耶穌，瞬即從人間蒸發，只留下熱帶雨後的陽光普照。 
也有人聽了道，當下樂不可支，和耶穌相見恨晚，立刻宣誓效忠，興致勃勃麻

吉耶穌；到底萍水相逢，祖宗八代和耶穌不沾親不帶故，只要隔天看到左鄰右舍比

手畫腳指指點點、瞄到街頭巷尾三三兩兩擠眉弄眼，或者突然覺得頭痛牙痛肚子痛，

毫不猶豫扭頭換邊站，翻臉不認耶穌。 
還有人聽了道，頻頻點頭，連連稱是，津津有味地央求著改天一定要再來說說

耶穌。回到吃喝拉撒的平日家常：張家的牛三天兩頭進我家菜園吃到飽真煩人、李

家的狗老愛追我家的雞咬真欺負人、丈夫天天喝醉真氣人、太太天天賭博真丟人、

兒子天天吸毒真惱人、女兒有人提親卻聘金太低真看不起人，終於要蓋自己的房子、

原料工錢簡直要殺人，今年稻作收成不理想、市場擺攤生意不興隆、微型貸款每個

月還款都是割喉戰…。再次見面，上回耶穌講到哪兒了？事太多，心太亂，再說吧。

又一個無疾而終，把耶穌懸在半空中。 
不乏有人聽了道，雖然聽不明白，卻存記在心、反覆思想，在祂裡面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並且遵祂而行、結出聖靈的果子，同時傳講福音、領人歸主。只是這樣

的人，我們還沒碰到，或者說，還沒搬來高涅。 
撒種的比喻，既是寓言，也是預言，撒但晝夜不舍、荊棘生生不息，人的心在

四種田地切換不停；更是超級療癒的勸世良言，「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是真

的」，撒種的人不必斜槓收割，只要定意「早晨撒種，晚上也不歇手」，時候滿足，

「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二零二零在高涅，我家

大牛遶境升級 2.0—每次出去撒種，都有高棉人同行。「太初有道，道就是神」 
【代禱與感恩】 

1、感謝神，賜予這一年服事我們，也服事高涅百姓的禱告同工們。感謝主，讓我們

這一年多次多方經歷神的憐憫與信實，公義與恩慈。 
2、感謝神，直到如今，神在高涅開福音的門，也保守我們能夠以宣教士身分，在高

涅生活工作。請為高涅高棉人屬靈覺醒禱告：一月起，高涅的主日崇拜在高棉信

徒家中進行，在高涅舉行洗禮並栽培門徒；稻田鄉九個村子，每個村子都有福音

性家庭小組；有更多機會和軍公教傳福音。 
3、感謝神，踏老師夫婦持續追求認識神，也開始在生活中經歷神、並在親友詢問時

見證神。 
4、請為我們能持續專心跟隨神的引導，良善忠心地在祂的禾場上撒種澆灌耕耘代求。 

5、感謝神，神保守我們，也眷顧我們的家人；請為我們和家人的身心靈健壯禱告。 



 -9-

奉獻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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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靈修營預備 
1.26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春節假期暫停 

   青少年聚會 高中: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1.20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22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1.23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春節假期暫停    
  下午 2:00 姊妹會 春節假期暫停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晚 7:00 社青團契 春節假期暫停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1.25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春節假期暫停    新約班：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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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日 下午 2:30 18 組 206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1.20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21 二 晚 7:30 5 組新安 301  幼稚班 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  創十七 1~8、15~22 

     低年級 曠野四十年  民十四 
     中年級 傳話筒  申六 4 
     高年級 舉目觀看  創十三 1-18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幼稚班 耶穌勝過試探  路四 1~13 
     低年級 順服  提前四 4、7、12-13、16 
     中年級 分享耶穌  約二十 30-31 
     高年級 舉目觀看  創十三 1-18 
    下午 1:00 童行角落 混齡親子興趣角落、信仰同行 

 
本堂上主日(1/12)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75,000 元 

按月奉獻(74 筆) 420,400 元 

建堂奉獻(2 筆) 1,500 元 

感恩奉獻(37 筆) 119,680 元 

其它奉獻(3 筆) 6,500 元 

差傳奉獻(8 筆) 33,500 元 

代轉贈與(5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台灣選後的社會張力、情緒的恢復；為執政

掌權者行公義、好憐憫、有謙卑的心為百姓

謀福祉。 

□ 為教會長傳執教同工群身心靈健壯，儆醒持

守真道，忠心牧養群羊。各部組同工群在新

年度的事工能同心合一配搭事奉，建立基督

身體，榮神益人。 

□ 末世苦難增多，求主加添我們信心，相信神

的話，因信而有平靜安穩的心。 

□ 求主預備社區陪讀班同工、長青學院同工及

生命教育老師等，感謝神我們機會，服事廣

大的社區禾場，為生命教育 109 學年度的計

畫撰寫內容，求主記念及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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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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傳道：高頌慈姊妹一月起加入本堂成為

傳道同工，請為她禱告，願主使用她，成為

弟兄姊妹的祝福和幫助。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5～

6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新春感恩禮拜 

時間：1/25（本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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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除夕感恩禮拜建議程序 

一、唱詩：讚美第 15 首或 337 首 
二、禱告 
三、讀經：詩篇 128 篇 
四、全家感恩見證 
五、唱詩：讚美第 343 首 
六、家長祝禱 
七、發紅包 

信徒聚會：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教會小組月例會：今天 13:00 在南京堂 403

室舉行，請小組長、同工屆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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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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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祝福您及一家人 

新年蒙恩！ 

喜樂豐盈！ 

耶和華賜福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