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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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3 日  第 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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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讚美 30  讚美 20 
禱告…  張緯綸  王  澤  程珮瑜  施弘文  陳思函 

獻詩…     作在主身上 上帝是愛 
啟應…  詩 113 篇 詩 113 篇 詩 34 篇  詩 34 篇  詩 113 篇 

頌讚…  讚美 181  讚美 181  讚美 181  讚美 181  讚美 181 

讀經…  腓二 5~11 腓二 5~11 可二 13~17 可二 13~17 腓二 5~11 

講題…  當效法基督榜樣 當效法基督榜樣 同流不合污 同流不合污 當效法基督榜樣 
證道…  王子光  王子光  杜榮華  杜榮華  王子光 

頌讚…  讚美 196  讚美 196  讚美 409  讚美 409  讚美 196 

祝禱…  王子光  王子光  杜榮華  杜榮華  王子光 

司琴…  羅皓恩  吳仁惠  李永嫻  柳百珊  張信慧 

招待…  趙士瑜  張育能  姜美蓉  郭明怡  林石蕾 

  楊慶芳  楊秀瑰  蔡雅歌  崔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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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川生  汪川生  劉幸枝  劉幸枝  胡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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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獻 詩 

雅音詩班獻詩（第二堂）：作在主身上  

主啊，祢慈愛恩典，甚至臨到我。我願接受祢差遣，時刻為祢而活。 

願祢慈愛藉著我幫助那軟弱，我已聽見祢慈聲提醒我： 

◎「給我吃，當我飢餓又乾渴；留我住，當我寒冷軟弱孤獨； 

來看我，到病床或到監獄。誠心服事人，就是服事我。」 

我願背負主的擔，學主的樣式，祢不分工作貴賤，都看為寶貴。 

我願聽見祢呼召，不推辭猶豫。願服事人，就像在服事祢。（接◎） 

差遣我！當人飢餓或乾渴。差遣我！當人寒冷軟弱孤獨。差遣我！到病床或到監獄。 

我願服事人，就像服事祢。差遣我，差遣我！全心服事祢，來服事祢。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上帝是愛 

聖哉！聖哉！萬主的主，聖哉！聖哉！上帝是愛，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賞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致滅亡，信祂的人不致滅亡，反得著永生，聖哉！聖哉！上帝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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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查經 3 3.1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耶和華的日子 

   青少年聚會 高中: 查經 1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奇妙的耶穌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詩歌頌讚神 2.24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2.26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蒙垂聽的禱告 2.27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分組查經    

  下午 2:00 姊妹會 感恩見證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奇妙的耶穌 
  晚 7:00 社青團契 生命見證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舊約歷史書 
        

2.29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異端 Q&A（上）    新約班：腓立比書 基督是至寶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二月查經內容 
詩 65 篇 
詩 51 篇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2.23 日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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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上帝?我的上帝!  創廿八 10~22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低年級 撒母耳聽主話  撒上三 

2.24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摩西行神蹟  出四 1-17 
2.28 五 晚 7:30 23 組新安 B02  36 組林口  高年級 約的記號  創十七 1~25 
2.29 六 下午 3:00 石美姬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幼稚班 總複習 
     低年級 完美的耶穌  可十五 15~39 
     中年級 等候什麼呢？  路二 21~38 
     高年級 約的記號  創十七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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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斥責風浪（上） 

 

 

陳興蘭 

讀經：馬可福音四章 35~41 節

前言：風平浪靜不知怕 

1、清新樂土，為何崩壞？ 

多年前我隨丈夫去了吉隆坡事奉，

工作結束後，有人請吃晚餐。設宴地點

在一棟高高的樓上，從窗戶望出去，可

看到吉隆坡著名的地標 —雙塔，在夜色

中巍峨矗立，輝煌閃耀，真是美麗！我

一面欣賞夜景，一面側耳傾聽一位當地

師母的談話。她說，她的兒子很愛讀書，

可是他們做父母的卻沒有能力送孩子出

國深造，神垂聽了他們的禱告，美國的

一所大學給了她兒子一份全額獎學金，

讓她的孩子如願以償，留學去了。我聽

在耳中，真是羨慕，也不禁禱告：主啊，

請祢也賜給我的孩子一份全額獎學金。 

啊，主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果

然，若干年後，我的孩子申請到一份全

額獎學金，前往澳洲留學去了。澳洲真

是個好地方，我還沒去過，就喜歡上它！

因為我的兒子到達學校的第二天，就找

著了教會，除了主日崇拜之外，還固定

參加社青團契，有著穩定的教會生活，

令我對他的靈命，放心不少。此外，那

裏學校好，老師好，同學好，空氣好，

環境好，美麗的校園角落，有很多隻害

羞的袋鼠，好奇地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

們，校園外的大湖中，又有成群的黑天

鵝悠游其中。啊，一切都是那麼的好，

更讓我欣喜的是，兒子終於受洗了，並

且結婚了，婚後一年半給我添了一個寶

貝孫女，一想到澳洲，我就想到有福之

地，甜美的人間樂土，心中充滿了喜悅

與嚮往。 

一個多月前，我們夫婦倆不辭勞

苦，千里迢迢，興高采烈地飛到坎培拉，

要去慶祝孫女滿月，享受含飴弄孫的喜

樂；可是一下了飛機，我就感到不對勁，

天空中瀰漫著霧霾，不但看不見太陽，

我還聞到空氣中濃濃的木材燃燒後的煙

味兒。怎麼啦？這一片我心目中最清

新，最美麗的樂土良田，為何崩壞了？

原來人類沒有愛護地球，造成極端氣

候，澳洲連年嚴重旱災，天乾物燥，爆

發嚴重山火。本來火燒山，是大自然中

的正常現象，森林經過山火燃燒，會自

動更新，長出更茂盛的新生植披，帶來

生生不息的蓬勃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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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可是，由於大地過於乾旱，山火猛

烈燃燒，火場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

危及澳洲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人們

在大自然的反撲之下，卻顯得十分渺

小，無力滅火，烈焰沖天燒紅了天空，

燃燒的煙塵，隨著風勢的吹動，已經繞

了地球一圈，飄散到世界各地，野生動

物燒死了十億隻，森林被火燒掉的面

積，超過兩個亞馬遜熱帶雨林那麼廣。

更讓人感到不舒服的是，我洗好的衣服

晾曬在陽台上，收回來的時候，衣服好

像被煙燻過一樣，那要怎麼穿呢？啊，

原來我平常的日子過得太安穩了，風平

浪靜不知怕，事實上，地球暖化的問題，

從北極到南極，已經遍及世界各角落

了，可怕的大地反撲，在意想不到的時

候，隨時會吞噬人類！ 

2、巴黎大罷工，惱人的勞資對抗 

我成長在台北，熱愛台北，出門在

外時，想家想台北，做夢夢台北，我以

為全世界都像台北，既平靜又可愛！真

沒想到，三個禮拜前，我到了巴黎，正

遇見巴黎大罷工，工會因年金改革的問

題沒有談攏，使出罷工手段，法國政府

也十分強硬，沒有甚麼妥協的跡象！因

此交通停擺，許多商店關門，想要搭地

鐵自由行，去拜訪名勝古蹟，對我們這

種外地人而言，都是不可能的！眼看著

我先生的學生，每天走兩個鐘頭的路來

上課，放學後又走兩個鐘頭的路回家，

我的眼淚掉了下來，真是不忍不捨！我

的讀經訓練講座，安排在兩個星期六的

下午，各四小時。學生們要求提早上課，

好提早回家，免得摸黑回去，因為治安

不好，走在路上太危險了！ 

目睹法國民眾，對於沒完沒了的大

罷工，習以為常，真是令我太震驚了，

原來這個世界，不是風平浪靜的，到處

都是多事之秋，幾個大的經濟體在搞對

抗，資訊戰從沒停過，飛機在航行途中，

竟然會被飛彈擊落，國攻打國，民攻打

民，許多難民流離失所，….，而單純無

知的我，竟然活在自己的天地中，風平

浪靜不知怕！ 

3、新型冠狀病毒流行 

除夕前一天，我回到台北，驚訝地

發現人人戴起了口罩！17 年前非典型肺

炎爆發的恐懼，再次湧上心頭！我急急

忙忙翻箱倒櫃找口罩！隨著飛機、高

鐵、汽車等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迅速移

動，可怕的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散

播開來，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任務，是

一場艱鉅抗疫戰爭，絕非風平浪靜不需

怕的小事！渺小的我們，當然不能坐以

待斃，當然不甘束手無策，那我們該怎

麼辦呢？我們除了注重個人清潔衛生，

常打肥皂洗手，提高身體的抵抗力，做

好居家安全防護，聽從政府公共衛生的

指令，出門在外時，注重公德心戴上口

罩之外，面對波濤洶湧的流行災疫，我

們怎樣才能不憂不懼，侍立在神面前

呢？我們如何幫助聞疫色變，憂心忡

忡，心中沒有平安的周遭鄰里呢？ 
（下期待續） 



 -5-

訊息公告 

南京東路禮拜堂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預防措施 
發布日期：民國 109 年 2 月 19 日 

依據：政府公告疫情等級採取對應措施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第一級：注意（Watch）提醒注意！遵守一般預防措施。 
第二級：警示（Alert）加強預警！採取加強防護。 
第三級：警告（Warning）避免所有非必要旅遊：避免所有非必要旅遊。 

第二級因應措施：目前政府公告屬於第二級  
主日敬拜、各項聚會與人員辦公，執行以下措施 
一、人員加強防護：  
1、請自行備妥攜帶醫療用口罩，全程配戴。 
2、進入教會酒精消毒、在教會期間勤洗手。 
3、自主量測體溫，發燒就診，即刻返家休息。 
4、已有「呼吸道」症狀！請勿參加聚會。 

5、過去 14 天內到過疫區（中、港、澳）請在家自主健康管理，不需參加聚會。 
6、暫停主日聖餐，主日敬拜螢幕播放詩歌歌詞、聖經經文，減少翻閱歌本、聖經。 
7、主日敬拜人員分流，宣導參加第一、四、五堂敬拜。 

二、環境加強防護 
1、教會教室空間加強消毒工作。 
2、聚會時，教室空間開窗！保持空氣流通。 

三、防疫物資預備：採購口罩、額溫槍、酒精預備因應可能惡化的疫情。 

第三級因應措施 ：如政府公告進入第三級，出現社區感染將採取此措施 
一、人員管控防護 
1、南京堂、新安中心實施單一入口動線管制，所有進入人員一律量測體溫、配戴

口罩及消毒手部。凡有發燒、呼吸道症狀、過去 14 天內到過疫區（中國、香港、
澳門）及不配合者禁止進入。 

2、啟動網路直播，鼓勵弟兄姊妹在家舉行家庭敬拜。 
3、主日敬拜照常舉行，但每堂將限制參加人數為 200 人，並安排會眾保持間隔就

座。週三禱告會在新安中心照常舉行，進入會堂配合第 1 點實施。 
4、主日暫停聖餐禮、詩班（含週間練詩），以及成人主日學、搖籃班、兒童主日學，

關閉相關場地；停止所有代訂餐盒服務。並視需要，主日南京堂於下午 14：
30~18：15 暫停開放。 

5、暫停所有團契、小組例行性聚會。非例行性聚會須經各部組主責長老同意。 
二、環境適時管制：1、暫停所有場地外借。2、評估關閉非必要空間，減少人員流

動。3、教會教室空間加強消毒工作。 

疫情變化快速！以上措施將視疫情最新狀況由緊急因應小組發布更新相關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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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 

教會小組三月份查經內容（一） 
一、敬拜詩歌：讚美 7、288 
二、神的工（學習事奉：關懷、禱告、傳福音） 

A 小組異象：1 體會神的愛、付出愛 體會神的愛，組員彼此相愛 
2 在靈命和事奉上成長 心靈不斷更新／發掘並使用恩賜事奉 
3 留心他人需要傳福音 留心他人內心需要，讓基督滿足他 

B 為自己得到神的恩典、生活有好見證，及未信親友信主提名禱告。 
 
三、神的話  經文：約翰福音二章 1～11 節  主題：迦拿婚宴變水為酒   

迦拿有婚宴，耶穌受邀赴席，期間耶穌變水為好酒滿足婚禮的喜樂，是耶穌行
的第一件神蹟。 

（一）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宴席，耶穌和門徒受邀赴席，耶穌的母親也在婚宴中
協助幫忙，席間酒用盡了，耶穌母親對耶穌說：「他們沒有酒了。」（V1~3） 

（二）耶穌回答：「母親（原文：婦人，是指尊貴的婦人並沒有不敬的意味），我與
你有什麼相干（當時猶太人的慣用語，意思是：為什麼不讓我來做決定，也
沒有不敬的意味），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指的是耶穌行神蹟的時候，還沒有
到）（V4）  

（三）耶穌母親沒有因耶穌的拒絕而失望，反而表達絕對的信任，吩咐用人務必聽
從耶穌的話。耶穌吩咐用人將作為潔淨使用的六口石缸倒滿水，他們就倒滿
水直到缸口（一般每口石缸容量約 100 公升）。（V5~7） 

（四）耶穌吩咐將水舀出來，送給管宴席的品嚐。用人就送去，管宴席嚐了由水變
成的酒，但他並不知道這酒是哪裡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宴席埋怨
新郎為什麼不先擺次等的酒，卻是留到客人喝足才送上好酒。凡有耶穌同在，
必賜給人上好的福份。（V8~10） 

（五）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原文：記號），顯出了耶穌的榮耀，使得耶穌
的門徒就相信祂了。（V1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向來
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
十六 23~24） 

 
四、分享討論題目： 

（一）v1~3 迦拿婚宴進行中發生何事？分享一件「酒用盡了」的事或當時內心的感受。 
（二）v3「酒用盡了」找誰解決？分享遭遇困難時禱告獲得解決或不禱告慌亂的經歷。 
（三）v4 耶穌如何回答母親？分享請求遭受拒絕，得勝的經歷或失望、氣憤的心情。 
（四）v5~7 耶穌吩咐什麼？用人如何行？分享遵行神的話，堅定不懷疑或曾懷疑的經歷。 
（五）v8~10 管宴席反應如何？分享神賞賜超過所求所想的經歷或神作為使人驚奇的事。  
（六）v11 神蹟有何功效？分享自己經歷神的作為，更信靠神或自己見證榮耀神的事。 
（七）分享該段經文中感動你、激勵你或你喜愛的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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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 

教會小組三月份查經內容（二） 
一、敬拜詩歌：讚美 20、196 

二、神的工（學習事奉：關懷、禱告、傳福音） 

A 小組異象：1 體會神的愛、付出愛 體會神的愛，組員彼此相愛 

2 在靈命和事奉上成長 心靈不斷更新／發掘並使用恩賜事奉 

3 留心他人需要傳福音 留心他人內心需要，讓基督滿足他 

B 為自己得到神的恩典、生活有好見證，及未信親友信主提名禱告。 

 

三、神的話  經文：約翰福音四章 43～54 節  主題：大臣兒子病得醫治  

迦百農的大臣求耶穌醫治他的兒子，耶穌就醫治他兒子，這是耶穌行的第二件神蹟。 

（一）耶穌知道自己在家鄉不受尊敬，但祂仍然往加利利去宣講福音，當地的人因

為耶穌曾在耶路撒冷過節所行的神蹟奇事，就接待祂。（v43~45） 

（二）有一個住在迦百農的大臣，兒子患重病快要死了，大臣聽見耶穌來到加利利

的迦拿，就來見耶穌，求耶穌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加利利距離迦百農約 32 公

里。（v46~47）  

（三）耶穌感嘆眾人總是要看見神蹟之後才能夠相信，否則總是不信。於是對大臣

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以此試試大臣是否能夠未見神蹟，就能相信耶

穌的話。大臣選擇相信耶穌所說的話就回去了。（v48~50） 

（四）大臣在返家途中，家僕也迎向他而來，家僕告訴大臣，他的兒子活過來了。

大臣急切詢問兒子的病是何時轉好的，家僕回說是昨天未時熱就退了。

（v51~52） 

（五）大臣知道那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大臣相信是耶穌的大能

醫治兒子的重病。大臣對耶穌的信心超越時空的限制，於是大臣的全家也信

了。這是耶穌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蹟。（v53~54）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約

壹五 14） 

 

四、分享討論題目： 

（一）v43~45 耶穌不受尊敬為何還要回去？分享傳福音被拒絕，仍不放棄的經歷。 

（二）v46~49 大臣求耶穌什麼事？信心如何？分享所知遭遇困難，謙卑向神禱告的事。 

（三）v50 大臣對耶穌的信心有何成長？分享禱告信心成長的經歷或缺乏信心的困惑。 

（四）v51~52 大臣的信心有什麼結果？分享一件信心禱告蒙神應允成就的經歷。 

（五）v53~54 大臣如何回應耶穌的醫治？分享自己向家人傳福音而信主的見證。 

（六）分享該段經文中感動你、激勵你或你喜愛的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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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撒母耳記上 

2／24 一  撒母耳記上廿三章 1~6  大衛營救基伊拉 

一、在逃難中的大衛接到什麼消息？他就作什麼？我在困難時，仍願幫助有需要的

人嗎？我遇事先禱告嗎？   

答：有人告訴大衛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搶奪禾場。大衛就求問耶和華是否可去攻

打非利士人。 

二、v3 跟隨大衛的人有什麼意見？大衛再作什麼？大衛按神的話去作，結果如何？

面對不同意見，我禱告求問神，順服神嗎？  

答：跟隨者認為在猶大地被掃羅追殺尚且懼怕，攻打非利士人更加危險。大衛再求

問耶和華，他順從耶和華去救基伊拉，大大殺敗非利士人，救了基伊拉。  

 

2／25 二  撒母耳記上廿三章 7~13  大衛求問耶和華 

一、掃羅得知大衛救基伊拉，怎麼說？要作什麼？我容許嫉妒，荒廢本分嗎？  

答：掃羅未盡本分救基伊拉，不知慚愧，竟說：大衛進了有門有閂的城，困閉在裡

頭，這是神將他交在我手裡。掃羅再次恩將仇報，招聚眾民，要害大衛。  

二、大衛得知掃羅的意圖，就作什麼？採取什麼行動？被威脅時，我迫切禱告嗎？

對人的忘恩負義，我不懷恨在心嗎？  

答：大衛求問耶和華。既蒙耶和華指示，大衛就離開，不計較基伊拉的忘恩負義。  

 

2／26 三  撒母耳記上廿三章 14~18  大衛與約拿單立約 

一、大衛有什麼危險？結果如何？為什麼？我相信自己的一生在神手中嗎？  

答：掃羅天天尋索大衛，卻不能尋見大衛，因為神不將大衛交在掃羅手裡。  

二、約拿單為什麼去見大衛？說什麼？作什麼？我順從神，安慰鼓勵人嗎？  

答：約拿單去見大衛，使他依靠神，得以堅固。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掃羅的手

必不加害於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二人就在神面前立約。 

 

2／27 四  撒母耳記上廿三章 19~29  大衛危急中解危 

一、西弗人為什麼去見掃羅？v21~23 掃羅祝福誰？我討好權貴，是非不分嗎？我隨

意為人祝福嗎？  

答：西弗人向掃羅提供大衛行蹤。掃羅竟因此妄稱耶和華的名，祝福西弗人。  

二、大衛被追趕，有什麼危急？怎樣解危？急難時，我呼求神嗎？詩一百廿 1。  

答：掃羅在山這邊走，大衛在山那邊走。大衛急忙躲避，因為掃羅和隨從四面圍住

大衛，要拿獲他。忽有使者來報，非利士人犯境搶掠，掃羅只好回去應戰。 

 



 -9-

本週靈修 

2／28 五  撒母耳記上廿四章 1~7  大衛不殺掃羅 

一、掃羅一心要殺大衛，現在卻落在大衛手上，大衛的跟隨者有什麼建議？大衛作

了什麼？隨後心裡如何？為什麼？我敏銳聖靈的感動責備嗎？  

答：跟隨者建議大衛殺死掃羅，因為耶和華曾應許將仇敵交在你手裡。大衛就起來，

悄悄地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隨後心中自責，因為割下掃羅的衣襟。 

二、v5 大衛怎樣稱呼掃羅？為什麼不殺掃羅？我尊重神，不憑己意行事？  

答：大衛稱呼掃羅我的主。因為掃羅是耶和華的受膏者，萬不敢伸手害他。 

 

2／29 六  撒母耳記上廿四章 8~22  大衛向掃羅澄清無辜 

一、大衛怎樣稱呼掃羅？怎樣澄清自己無辜？v15 求耶和華作什麼？我相信神是公義

的，必有公義審判嗎？  

答：大衛再次稱呼掃羅我主、我王，他仍尊重掃羅。他拿出割下的衣襟，證明無意

殺掃羅。v15 願耶和華施行審判，斷定是非，為自己伸冤，脫離掃羅的手。 

二、v17 掃羅承認大衛有什麼好？未來將如何？要求大衛起什麼誓？掃羅真心悔改

嗎？理由是什麼？我要求自己，或要求別人？  

答：大衛比他公義，善待他，沒有殺他。大衛未來必作王，以色列國必堅立。他要

大衛起誓不剪除掃羅的後裔，不滅沒掃羅的名。掃羅沒有真心悔改，他要求大

衛善待他；卻不要求自己，保證不再害大衛。  

 

3／1 日  撒母耳記上廿五章 1~17  拿八羞辱拒絕大衛 

一、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擁有武力，平時怎樣對待拿八的僕人？我習慣助人嗎？  

答：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對待拿八的僕人甚好，沒有用武力欺負他們，也未曾用詐術

使他們失落什麼，反而晝夜作他們的保障，保護他們。 

二、拿八怎樣回答大衛僕人的問安和請求？我習慣言語柔和嗎？箴十五 1。  

答：拿八翻臉無情，說：大衛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他完全否認大衛平時給他僕

人的好處，他又進一步指責大衛是悖逆主人奔逃的僕人，不知道大衛是從哪裡

來的，嚴詞拒絕大衛的請求。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 
先是清潔，後是和平， 
溫良柔順，滿有憐憫， 
多結善果，沒有偏見， 
沒有假冒。（雅各書三章 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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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歷年來母會及宣教士後援會肢體都會趁農曆年前為泰籍移工舉辦「泰溫暖之

夜」，今年 1/19 借中壢禮拜堂舉辦。因為述職特別邀請母會小詩班獻詩，及教會長老

信息分享，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教會肢體關心在台灣的泰籍移工，希望有一天我們

能接下西方宣教士的棒子，持續關心在台灣泰籍移工的事奉。也希望參與的泰籍移

工在寒冷的冬天裡，能感受到台灣人的溫暖，及從神而來的愛。 

大年初一到初三(1/25-27)是每年固定為泰勞舉辦的「泰勞營」，今年在埔里水頭

山莊舉辦，共有 320 人參加。營會中分六場聚會，從泰國邀請兩位講員，一位向基

督徒做信仰跟進造就，另一位向福音朋友佈道。幫助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其中有

15 位願意獻身成為全時間事奉者，另 18 位願意倚靠聖靈，斷絕一切神不喜悅的壞習

慣。另一位向 85 位福音朋友佈道，有 10 人決志信主。 

藉著泰勞營會及各樣活動，這麼多年來已超過 2,700 多位泰國人得救，並且許

多是來自基督徒比率非常低的泰東北部，成為他家鄉村子的第一位基督徒，許多人

回家鄉後帶領家人信主。這是何等重要的福音事工，我們可以在台灣就向泰國人傳

福音，我們也要把握機會，向他們傳福音，泰勞在台灣工作時間大多是兩年，可能

信主後沒多久就要回國。求主幫助台灣的肢體，能把握家門口宣教的機會，讓從未

聽聞過福音的泰勞有機會聽到福音。 

每一年台灣農曆年前後都會舉辦「少年宣教成長營」，讓孩子們能從小認識宣

教，並開始關心宣教，今年因著武漢肺炎疫情而取消營會，求神憐憫使這疫情能迅

速得到控制。 

感謝主，回來述職後在差會及母會的安排及協助下，做了一系列的健康檢查，

針對有狀況部分也開始治療，求主保守我的身體健康能持續事奉神。 

【代禱事項】 

1、為在泰勞營決志的 10 位慕道友禱告，願神持續在他們心裡動工，能在主裡持續

成長。 

2、為在泰勞營 15 位獻身的基督徒禱告，能在台灣時多受裝備，堅固信心，回到家

鄉成為主的福音使者，帶領家人、鄰舍信主。 

3、為台灣有更多人能重視家門口的宣教，讓從未聽聞福音的泰勞有機會聽到福音。 

4、請為我述職在各個聚會中的分享，讓肢體更了解宣教的實際需要，也為我往返各

地平安順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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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表 

2020 年 1/1-1/31 經常性收支餘絀表 

收入: 費用: 

主日奉獻 NT$218,991 全職薪資 NT$984,850 

按月奉獻 NT$2,516,439 其他人事費 NT$218,353 

感恩奉獻 NT$818,930 文具文宣 NT$21,153 

其他奉獻 NT$79,710 事工費用 NT$10,065 

  修繕費用 NT$10,515 

  行政管理 NT$152,438 

  雜項費用 NT$24,843 

收入合計(A): NT$3,634,070 費用合計(B): NT$1,422,217 

2020年1/1-1/31經常性收支餘絀(A-B): NT$2,211,853.-  

註:本月份建堂奉獻 NT$117,200.-，代收為差傳協會奉獻 NT$245,000.-。 

 

 

 

 

本堂上主日(2/9)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37,820 元 

按月奉獻(47 筆) 310,600 元 

建堂奉獻(1 筆) 200 元 

感恩奉獻(28 筆) 159,900 元 

其它奉獻(2 筆) 35,000 元 

差傳奉獻(12 筆) 22,300 元 

代轉贈與(8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新冠狀病毒持續造成區域性、全球性的傳

染，求主憐憫，賜國際組織、國家政府和醫

療體系有智慧因應、控制疫情。 

□ 求主賜智慧和引導，使眾長傳教執同工看見

神對教會在這時代當中的心意，使得可以回

應神對每個世代的呼召。 

□ 成主各班老師在至聖真道上造就自己，深知

所傳的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存虔誠敬畏

的心事奉，帶領同學敬畏神，遵行神的話。 

□ 求主保守兒童主日學核心同工和各班級老

師，有主引領更新，有甜美合一服事。各班

團隊一同備課、牧養、關懷學生；教師有智

慧教導神的話，在愛、恩典與真理中耐心引

導，成為孩子主內的同行者。 

  



 -12-

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

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廿九

章 11 節）  

弟兄姊妹 平安 

原訂於今天舉行的「認識南京堂」聚會，

為因應疫情發展，減少中、大型聚會，避

免大型群聚，因而延期舉辦，向您說明，

造成困擾之處，請多見諒，謝謝大家！ 

教會公告：弟兄姊妹平安，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仍然緊繃，教會場地多為密閉空間，參加

聚會時請自備口罩並勤於洗手，確保健康無

虞！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在家自主健

康管理，無須參加聚會。今日聖餐暫停一次。 

復活節洗禮：4/12 舉行，清楚重生得救者，

請到服務台填寫洗禮登記表。（3/29 截止） 

綜合消息：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8～

9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信徒聚會： 

教會小組三月份查經：請看週刊 6～7 頁。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服事徵召： 

「事奉詩班」徵召班員：「事奉詩班」為專

於追思禮拜獻詩的詩班，與現有各詩班一起

配搭服事，歡迎週間白天方便或有意願的主

內肢體加入，意者請洽聖樂執事曹為珍姊

妹，電話：093634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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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