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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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  第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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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讚美 1  讚美 20  讚美 20  讚美 6 
禱告…  李孟竹  梁守道  鄧星昊  陳玉慧  陳寶宏 

獻詩…     祂擔當我們憂患 聖體頌 
啟應…  詩 46 篇  詩 46 篇  詩 113 篇 詩 113 篇 詩 103 篇 

頌讚…  讚美 260  讚美 260  讚美 196  讚美 196  讚美 198 

讀經…  代下廿 1~17 代下廿 1~17 腓二 5~11 腓二 5~11 出十五 26 

講題…  困境中的尋求 困境中的尋求 當效法基督榜樣 當效法基督榜樣 從聖經看如何避免 
              感染武漢冠狀病毒 

證道…  王文衍  王文衍  王子光  王子光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318  讚美 318  讚美 135  讚美 135  讚美 292 

祝禱…  王文衍  王文衍  王子光  王子光  范大陵 

司琴…  羅皓恩  林伶美  許中玫  柳百珊  張信慧 

招待…  王若軒  馮家祺  余貞慧  陳宜德  林瑞玉 

  趙士瑜  楊玲美  覃桂鳳  劉君波  林石蕾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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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獻 詩 獻 詩 獻 詩 

雅音詩班獻詩（第二堂）：祂擔當我們憂患 

主為我在園中祈求，「願父旨意得成就。」，祂非為己流淚擔憂，血汗點滴為我流。 

祂擔當我們憂患，祂誠然背負我們痛苦。因為如此祂臨世間，祂仍在客西馬尼園， 

禱告說「願祢旨意成全」。心裡憂愁極難過，憂傷似要吞沒，祂禱告俯伏； 

為我們過犯，祂捨棄生命，此外別無他途。祂內心必定充滿死亡的陰影，卻仍然向天父禱告， 

因祂被出賣時刻已來臨，為愛犧牲的時刻已到。祂擔當我們憂患，祂誠然背負我們痛苦。 

因為如此祂臨世間，祂仍在客西馬尼園，禱告說「願祢旨意成全」。何等稀奇！奧妙無比！

我要永遠唱此歌；何等稀奇！奧妙無比！主大愛顯明，為我，為我。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聖體頌  

耶穌救主，神的羔羊，藉童女瑪麗亞降世； 

在十架上做贖罪祭，為人眾罪釘死，自祂肋旁流血與水， 

慘被兵丁所苦待，神聖身體為我擘開， 

餵養我們到萬代。為我擘開，直到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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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宣教士分享 3.29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埃及的哀歌 

   青少年聚會 高中: 宣教士分享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有福的人生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暫停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認識我們的教會 3.23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3.25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得勝的禱告 3.26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分組查經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有福的人生 
  晚 7:00 社青團契 專題：兩性交往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新約書信 
        

3.28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異端 Q&A（下）    新約班：腓立比書 同受患難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三月查經內容 

約二 1~11 
約四 43~54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3.22 日 下午 1:30 1 組 402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3.23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3.27 五 晚 7:30 邱玲玲  林玲芳  36 組林口  幼稚班 上帝會化惡為善  創五十 15~21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低年級 大衛與約拿單  撒上十八 1~4 
3.28 六 下午 1:30 12 組 206  中年級 十誡：關愛別人 出廿 12~17 

  下午 2:30 30 組 207  高年級 神聽見了 創廿㇐ 14~34 
  下午 3:00 程玲玲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幼稚班 做上帝的好管家  太廿五 14~30 
     低年級 耶穌為我們而死  可十五 15~39 
     中年級 大能的耶穌  太八 5~13 
     高年級 神聽見了 創廿㇐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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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鴻書的尼尼微（中） 

 

康來昌 

讀經：那鴻書一章 2 節

寧錄因聰明能幹，他建立國度，他

建立城池，「城」這個字，在西方文化

裏面，包括在希臘、雅典，政治上哲學

上意味都很重，一個 city 在聖經裏面意

義也很重大，我們通常會說，鄉下人比

較老實，城市人比較狡猾，鄉下人比較

純樸，不管怎麼樣，聖經上的確講，第

一個城是殺人兇手建造的，該隱建造的

城，寧錄也建造了城和國，他的國起頭

是巴別塔，巴別城，巴比倫國，都有類

似的意義，他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

尼尼微不僅是座城，尼尼微就是那大

城。真是很巧，我剛剛看一下節目單，

第三、四堂李經寰牧師的證道是約拿

書，約拿書裏面重覆了創世記第十章裏

的這句話「尼尼微是那大城」majorcity，

幾千萬人在一個城裏，很偉大。 
那鴻書一 9「尼尼微人哪，設何謀攻

擊耶和華呢？祂必將你們滅絕淨盡；災

難不再興起。」尼尼微是個大城，後來

成為大帝國亞述帝國的京城，尼尼微城

在創世記裏所講的，我們非常的陌生，

但在約拿書講的，我們就很熟悉了，我

們都聽過這故事，可能我們更聽過約拿

和那條大魚，小朋友可能更喜歡聽這個

故事。 

約拿到尼尼微城跟他們警告，神要

毀滅這個城，叫約拿去警告他們，約拿

本來不願意去，因為他怕警告他們後，

他們悔改神就赦免他們，約拿非常希望

他們不被赦免，因為是仇敵。後來約拿

還是去了，尼尼微城聽了約拿的講道就

悔改了，耶和華就不降所說的災，約拿

很生氣，約拿看到沒有降災，就坐在城

外的山上，要看尼尼微城如何。 
約拿很聰明，他知道尼尼微城聽他

講道悔改，神不降災了，過了四十天沒

有災難，這不表示尼尼微就永遠這樣，

他很聰明，按照他做先知的經驗，按照

他做人經驗，他知道人很難過兩三天好

日子，所謂好日子，就是規矩的生活，

我們基督徒很難過兩三天敬虔的生活。 
通常特別的退修會或者培靈會後，

我們很受感動，痛哭流涕，以後要重新

做人，每年都重新做人，後來也不要重

新做人了，剛開始很感動，能持續幾天

呢？可能約拿有這樣的經驗，所以他就

坐在山上看，他想尼尼微可能會故態復

萌，可能悔改幾天以後又犯罪了，惹上

帝的憤怒，天火晚幾天降下來還是很過

癮，結果耶和華說：這城裏的人我還是

眷顧的，有這麼多的牛羊還有許多的孩

子，我怎麼能不顧惜呢？然後就沒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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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了，約拿書就結束了，後來怎麼樣了

呢？後來約拿應該下山了，尼尼微城有

沒有繼續悔改，在尼尼微城蓋禮拜堂？

成為基督的國度？還是約拿的預料成

真，他又悖逆了，跟約拿書有點相像的，

是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到家裏說：父親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

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一個雇工

吧。父親說：你是我的好兒子，不是雇

工。父親對大兒子說：我這個兒子是死

而復活，失而復得，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兒啊！我們快樂吧，我們失去的，

現在有了，回來了。大兒子進去了嗎？

聖經上沒寫，我覺得更重要的，小兒子

回家以後，過幾天皮又癢了，在家裏實

在無聊，我上次出去，吃豬吃的豆莢都

沒人給我的時候是很淒慘，不過，大筆

大筆花錢的時候也是很愉快的，小兒子

會不會過幾天又出去了，這次出去謹慎

一點，就算不謹慎什麼都花光了，回來

老爸還是會接待我，我不知道。 
上帝對我們的赦免，給我們的恩

典，對我們有七十個七次的原諒饒恕，

有沒有讓我們對罪惡更恨惡，對上帝更

渴慕呢？顯然尼尼微城沒有多久又故態

復萌了，又狂妄、驕傲、自大了，又設

惡計攻擊耶和華了，那鴻書一 12「耶和

華如此說：尼尼微雖然勢力充足，人數

繁多，也被剪除，歸於無有…。」好像

歷世歷代在政治是如此，起碼但以理書

是這樣講的，這世界有些民族有些人比

較優秀，脫穎而出，這不是壞事，但是

脫穎而出優秀，不管是公司、國家、學

校、團體、黨派，有勢力了，總難免自

大、目中無人，目中也沒有神，包括教

會，包括基督徒，我們有成就了，難免

把起初的愛丟掉了，難免不驕傲自大。 
尼尼微自大狂妄，在約拿以後一百

多年，又有一個很清楚的表現，在列王

紀下十八章，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攻擊

猶大的一切堅固城，他的一個將軍拉伯

沙基在包圍耶路撒冷的時候，對希西家

王說：「我主差遣我來，豈是單對你和

你的主說這些話嗎？不也是對這些坐在

城上、要與你們一同吃自己糞、喝自己

尿的人說嗎？」亞述的將軍狂妄的不得

了，亞述將軍的嘴很狂妄，把人家包圍

欺負羞辱。然後神對亞述將軍說：我會

消滅你們，我會徹底消滅你們。後來將

軍回去後，尼尼微碰到很大的打擊，最

後是滅亡了。但是神還是給他們很長一

段時間等他們悔改，他們不悔改，因為

太強大了，尼尼微的遺址，我的印象應

該是沒有了，取代尼尼微的巴比倫的遺

址還有一些，非常的豪華。 
今天我和康師母來時在捷運上看到

金字塔旅遊的廣告，我們看過金字塔的

圖很多次了，還是很驚訝，怎麼這麼輝

煌，這麼了不起，尼尼微也是一樣，這

麼輝煌、了不起，這麼狂妄，他們狂妄

而且殘忍。尼尼微所有的軍隊，所有戰

爭都殘忍，都是殺人的，但是還是有一

些差別，波斯、亞歷山大的軍隊比較好，

在戰場上得勝了以後就不再殺人了，亞

述的軍隊、還有蒙古的軍隊，都是不留

活口的，不是不留戰士的活口，不是只

殺戰將，而是全城都要屠城，蒙古軍隊

不但屠城還要燒城，燒城之後把草的種

子撒下去，讓這個地方成為牧羊的地

方，尼尼微也是，亞述的軍隊也是，毀

滅盡淨，這是聖經上講的。（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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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題目―撒母耳記下 

3／23 一  撒母耳記下四章  伊施波設被殺 

一、押尼珥的死亡，伊施波設和眾人感受如何？v5~8 軍長利甲和巴拿作了什麼事？

結果如何？我讓驚恐控制，或堅心依靠神？參箴三 25，賽廿六 3。 

答：伊施波設手發軟，以色列眾人也都驚惶。v5~8 利甲和巴拿殺了伊施波設，拿著

首級投奔大衛，卻被大衛手下的少年人所殺。 

二、大衛指著誰起誓？v11 他認為利甲和巴拿是怎樣的人？該怎樣對待？我按神的心

意行事嗎？我按利害或公平公義作事？  

答：大衛指著救他性命脫離一切苦難、永生的耶和華起誓。v11 利甲和巴拿是惡人，

伊施波設是義人，惡人殺死義人，應被除滅。於是將二人殺死。 

 

3／24 二  撒母耳記下五章 1~10  大衛作全以色列的王 

一、v1~4 大衛怎樣成為以色列的王？我相信神的應許，忍耐等候直到成就嗎？ 

答：以色列眾支派來見大衛，說：我們原是你的骨肉，從前…率領以色列人出入的

是你，耶和華也曾應許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 

二、v6 耶布斯人怎樣誇口？v8 大衛怎樣攻取？v10 為何大衛日見強盛？我依靠神，

勇敢奮發克服困難嗎？ 

答：耶布斯人自認地勢險峻，即使是瞎子、瘸子也能守住，大衛絕不能進去。v8 大

衛招募勇士從上水溝攻打，就攻取了。v10 因為耶和華與他同在。 

 

3／25 三  撒母耳記下五章 11~25  兩度擊敗非利士人 

一、v19 非利士人來尋索大衛，大衛先作什麼？v20 他採取什麼行動？勝利後，作了

什麼？我求問神，遵行神的吩咐而行嗎？ 

答：大衛先求問耶和華。v20 他就來到巴力毘拉心，在那裡擊殺非利士人，說：耶和

華在我面前沖破敵人，如同水冲去一般，並稱那地為巴力毘拉心。  

二、v23 非利士人又來，大衛再怎樣行？v24 結果如何？我每次都謙卑依靠神嗎？ 

答：大衛再求問耶和華，按照耶和華的吩咐轉到非利士人後面，從桑樹林對面攻打。

v24 大衛大大殺敗非利士人，從迦巴直到基色。 

 

3／26 四  撒母耳記下六章 1~10  大衛錯誤迎送約櫃 

一、大衛的王位已經鞏固，v1~5 他去作什麼？怎樣進行？當我成功時，追求享受、

名聲、更高的地位，或事奉神？ 

答：大衛挑選三萬人，要把耶和華的約櫃運到大衛的城。他們將約櫃抬出放在新車

上。大衛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各樣樂器，作樂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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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6~10 到了拿艮的禾場，發生什麼事？烏撒作了什麼？結果如何？這事怎樣衝擊

大衛？大衛作了什麼決定？ 我以敬畏的心，等候尋求神的旨意嗎？ 

答：牛失前蹄，烏撒就伸手去扶住神的約櫃。耶和華向烏撒發怒，因他擅自伸手去

扶，得罪滿有榮耀威嚴的耶和華，就被擊殺。大衛心裡愁煩，就懼怕，不肯把

約櫃運到大衛城，卻運到迦特人俄別以東的家。 

 

3／27 五  撒母耳記下六章 11~23  大衛謙卑再迎約櫃 

一、大衛何時再迎約櫃？v12、13 改正了什麼錯誤？參民十 8，書三 6。失敗後，我

改正錯誤，繼續事奉神嗎？ 

答：約櫃在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全家。v12、13 大衛知道後，

就歡歡喜喜按照民數記的要求，將約櫃從俄別以東家中抬出來，並且獻祭，歡

呼吹角。 

二、v20 大衛回家，要作什麼？米甲怎樣對待他？大衛怎樣回答？我任意諷刺人嗎？

我在神面前自卑，在人前有見證嗎？  

答：大衛回家要給眷屬祝福。米甲迎接他，卻諷刺他。大衛表示他是在耶和華面前

跳舞，自己必更加卑微，婢女們倒要尊敬他。 

 

3／28 六  撒母耳記下七章 1~17  神應允堅立大衛的國 

一、大衛住在哪裡？心裡想什麼？我順利發達時，追求靈命成長，更事奉神嗎？ 

答：大衛住在自己的宮中，想到神的約櫃在幔子裡，就想為神建殿。 

二、神雖沒有答應大衛建殿，v9~13 卻有什麼應允？我接受神的安排，不強求嗎？  

答：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使你得大名。我也必為

以色列民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不受擾害。我必定為你建立家室，你壽數滿

足離世時，必使你的後裔接續王位，堅定他的國，他要為我建殿。 

 

3／29 日  撒母耳記下七章 18~29  大衛禱告謙卑順服神 

一、v18~21 神不答應，大衛怎樣行？怎樣禱告？我順服神，看重神的恩典嗎？ 

答：大衛到耶和華面前，禱告承認自己和自己的家卑微，神竟使他作王，又應許他

的家至於久遠。 

二、v22~24 大衛怎樣頌讚神？v25 祈求什麼？在不如意時，我仍能頌讚神嗎？ 

答：主耶和華本為大，沒有可比祢的，除祢以外再無別神。祢從埃及救贖以色列作

祢的子民，又行大而可畏的事，驅逐列邦人和他們的神，堅立以色列，直到永

遠。v25 求神堅定應許大衛和大衛家的話，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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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課程 

2020 年 4〜6 月成人主日學課程介紹 

信仰講座班：道路、真理、生命  (A)9:30〜10:30、(B)11:00〜12:00  405 室 
    一生能有幾回選擇？結婚、選擇職業、買房子，算是自己可以決定的幾件大事

了，其餘者甚至如聯考也未能讓你自己選擇。其實能自己決定有時未必是好事，因

為您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否是最好的。然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每個基督徒都

可以告訴您：信耶穌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是無悔的選擇。其中的原因只有您來聽了

才能明白，也惟有您願意相信才能經歷。信仰講座每三個月循環開課的方式，有系

統完全的將耶穌介紹給您。這是關乎您一生的重要課程，請把握機會！ 

（教師：康尚文、卿建業、邱玲玲） 

 
信徒造就 A 班：基要真理  9:30〜10:30  403 室 

    重生、稱義、成聖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什麼分別？為什麼聖經要用這些詞句呢？

困惑嗎？這一季課程就是要幫助你，走出困惑。 

從古到今中國式建築不論蓋得多大、多雄偉，高度最多到三、四層樓，再也無

法向上發展。而西式建築不是三、四層，而是二、三十層，甚至突破百層。為什麼

有那麼大的差別呢？原來西式建築用鋼骨、鋼筋水泥，建立整體架構；中式建築用

木材。木材支持力有限，不能建立足夠堅固的架構，永遠無法突破高度限制。同樣

的，沒有神學思想架構的信仰，只能在有限範圍內打轉，缺乏向上提升的基礎。 

本課程是重要基礎課程，也是基礎系統神學課程。對三一真神、救恩及信徒生

活有重要的講解，使你逐步建立信仰架構，打下信仰基礎。內容包含認識聖父、聖

子、聖靈、稱義、成聖、主耶穌再來等重要真理。不論你信主多久，只要希望建立

系統神學架構，都歡迎您參加。（教師：紀博文、宋玉琪、陳玉慧） 

 
信徒造就 B 班：教會生活  11:00〜12:00  404 室 

教會是神的家，是溫馨相愛的團體，你可以在此，享受愛，並付出愛。教會是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可以在此，尋見真理，並不斷向上成長。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你可以在此，順服基督，與眾聖徒一同事奉神，榮耀神。教會是神的殿，你可以在

此，敬拜神，並被建造雕塑，成為合神心意的靈宮。 

你願享受神的愛、明白真理、喜樂的事奉和靈性的更新嗎？歡迎參加，願你擁

有一個愉快的教會生活。（教師：金珍麗、王紫珩、程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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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課程 

靈命進深班：深知所信  9:30〜10:30  404 室 
以色列人能進流奶與蜜的迦南地，是經過戰爭得勝才進入。同樣的，主耶穌所

應許豐盛的生命，也是經過屬靈爭戰才能得著。 

現今世代邪惡，世事多變，在我們的生活中，一定不斷的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挑戰、考驗、試探、熬煉、甚或打擊、苦難來到。缺少信心者，面對爭戰，就容易

懷疑、動搖、沮喪、發怨言，漸漸冷淡退後，甚至遠離主。有信心者，就能不看環

境，單單信靠、順服這位慈愛信實的主，進入安息，停止憂鬱、過得勝的生活，彰

顯主榮美。 

要能有信心，就需真認識、深知所信的對象及內容，並從經歷中去體驗。要能

得勝，就需明白仇敵的技倆有哪些，熟悉自己手中的兵器，擊中對方的要害，唱出

凱歌。本課程所要教導的便是如何過有信心及得勝的生活，好叫基督徒的靈命，生

根建造，信心堅固，不斷成長。（教師：邱玲玲、王子光） 

 

舊約班：以西結書  8:00〜9:00  403 室 
先知以西結在被擄的巴比倫，看見耶和華榮耀的形像，被擄的同胞仍不肯回頭，

耶路撒冷必因罪惡毀滅。上一季講完對推羅、埃及等國因犯罪受罰，本季將從第 33

章逐節講解末日以色列的復興，歡迎參加。（教師：王子光、王寓文、程世光） 

 
新約班：歌羅西書  11:00〜12:00  407 室 

這是幫助我們更認識神愛子的一卷書信，指出基督耶穌的福音乃神的真知識，

非人間的遺傳，非世上的小學。 

歌羅西是小亞細亞省以弗所東邊的一個市鎮，此地教會雖非保羅創立，但使徒

保羅聽見歌羅西教會出現了假教師，主張人必須遵守特別的禮儀，如割禮、飲食的

一些規例面，鼓吹異端知識！便根據福音真理寫信反對這種教訓，陳明神愛子耶穌

基督已完成救恩，其他的理論或方法只是把人引入歧途，離開了基督。上帝藉基督

創造世界，也藉基督使世界歸回於祂，這福音真理也在信徒生活上的意義。只有活

在基督裡，才是整全福音的實踐。 

歌羅西書共有四章，採取分段逐節解釋，透澈講解，歡迎參加。 

（教師：程世光、章文箴、唐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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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表 

2020 年 2/1-2/29 經常性收支餘絀表 

收入: 費用: 

主日奉獻 NT$193,660 全職薪資 NT$912,700 

按月奉獻 NT$2,826,851 其他人事費 NT$134,791 

感恩奉獻 NT$750,607 勞健退休提撥 NT$207,155 

其他奉獻 NT$223,335 文具文宣 NT$41,777 

  事工費用 NT$28,727 

  社區服務 NT$9,765 

  修繕費用 NT$51,829 

  對外奉獻 NT$208,000 

  行政管理 NT$184,815 

  雜項費用 NT$183,516 

收入合計(A): NT$3,994,453 費用合計(B): NT$1,963,075 

2020年2/1-2/29經常性收支餘絀(A-B): NT$2,031,378.- 

註:本月份建堂奉獻 NT$54,100.-，代收為差傳協會奉獻 NT$275,000.-。 

 

 
本堂上主日(3/15)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6,900 元 

按月奉獻(49 筆) 293,301 元 

建堂奉獻(3 筆) 8,200 元 

感恩奉獻(12 筆) 33,100 元 

其它奉獻(1 筆) 1,200 元 

差傳奉獻(10 筆) 38,500 元 

代轉贈與(4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擊，包含感染者、

隔離者、生活受影響，甚至無薪假民眾禱

告；人心滿了恐懼、渴求從神而來的平安。 

□ 求主激勵、更新教會全面性的福音動力，使

福音、宣教和社區工作得以調和，眾人都起

來傳福音、做主工，勇敢做光做鹽、榮耀神。 

□ 主日講員、成主、兒主老師按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並按照信徒的需要，傳講神的話，造

就信徒。 

□ 各學校開學，為老師禱告，求主加添體力健

康；為學生調整作息，身體健康；在疫情之

下，眾弟兄姊妹家庭蒙神看顧、醫治、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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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

華，遠離惡事。（箴言三章 7 節） 

綜合消息： 
公告：防疫期間為鼓勵

不便參加聚會者在家敬

拜，3 月起啟動網路直

播服務；各堂主日敬拜

時段，可至本堂網站首

頁點選直播連結，或掃

描右方 QR Code 觀看。 

自今天起，各堂次主日敬拜，實施間隔入

座，請按照黃色標籤就座，謝謝配合。 

公告：因應疫情，教會緊急因應小組研議，

自今天起暫停主日代訂餐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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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聚會： 
路得團契：3/28 本週六 13:30 新安 B01 室，

主題：跟憂慮說 bye bye 第二章：錢不夠用，

歡迎單親家庭參加。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四~六月課程：請參看週刊第 7

〜8 頁課程簡介及夾頁報名表，填妥後請投

入奉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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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新進志工徵召說明會 
時間：3/28（本週六）14:00-15:00 
地點：204 室 
詳情與報名： 
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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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