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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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第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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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禱告…  傅群霖  凌旺楨  盧慧文  紀智文  鄭慶林 

獻詩…            
啟應…  詩 91 篇  詩 91 篇  詩 91 篇  詩 91 篇  詩 91 篇 

頌讚…  讚美 59  讚美 59  讚美 59  讚美 59  讚美 59 

讀經…  但以理書三章 但以理書三章 但以理書三章 但以理書三章 但以理書三章 

講題…  即或不然的信心 即或不然的信心 即或不然的信心 即或不然的信心 即或不然的信心 
證道…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頌讚…  讚美 278  讚美 278  讚美 278  讚美 278  讚美 278 

祝禱…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沈明鋒 

司琴…  施慧慈  吳仁惠  李永嫻  姜以琳  林雅億 

招待…  林玉蓮  張育能  黃鈺雁  潘咸寧  林石蕾 

  楊慶芳  楊秀瑰  張敉綺  陳怡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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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來昌  康來昌  林治平  林治平  梁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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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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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 國高中: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4.5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暫停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感恩見證分享 
3.30 ㇐ 晚 7:30 教會詩班 暫停    信徒造就 A 班 

基要真理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4.1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4.2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靈命進深班 

深知所信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下午 2:00 姊妹會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晚 7:00 社青團契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感恩見證分享 

4.3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信徒造就 B 班 
教會生活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雅音詩班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4.4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新約班：歌羅西書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四月查經內容 
約五 1~18 
約六 1~15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13:00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上午 9:30 寶貝班 

3/29~4/19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3/29~4/19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幼稚班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11:00 寶貝班 
    幼稚班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下午 1:00 童行角落 

 

本堂上主日(3/22)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14,020 元 

按月奉獻(23 筆) 110,402 元 

建堂奉獻(1 筆) 2,000 元 

感恩奉獻(5 筆) 18,100 元 

差傳奉獻(4 筆) 22,500 元 

代轉贈與(1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台灣疫情禱告，過去一週因境外移入確診

病例逐漸攀升，使得防疫工作更加艱鉅，求

神賜給政府行政及防疫團隊，有謀略擬定對

策提升防護效能。 

□ 因應防疫關鍵時刻，教會決議配合政府警

示，自 3/29-4/19 除主日及禱告會外，將全面

暫停各項聚會。求主賜給長傳執同工智慧，

在疫情期間牧養羊群。 

□ 在疫情肆虐時期，求主保守弟兄姊妹，時刻

賜下平靜安穩的心，持續穩定地靈修禱告與

主親近，不受疫情危機產生恐懼與不安，並

化作福音轉機，為這城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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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那鴻書的尼尼微（下） 

 

康來昌 

讀經：那鴻書一章 2 節

那鴻書二 3「他勇士的盾牌是紅的，

精兵都穿朱紅衣服。在他預備爭戰的日

子，戰車上的鋼鐵閃爍如火，柏木把的

槍也掄起來了。」當他們強大得勝之後，

在恰當的日子，神也給他們滅頂，他們

真是滅頂，那鴻書二 6~8「河閘開放，宮

殿沖沒。王后蒙羞，被人擄去；宮女搥

胸，哀鳴如鴿。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

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

現在居民卻都逃跑。雖有人呼喊說：站

住！站住！卻無人回顧。」，你看到尼

尼微亡，看到這些描述，你看到巴比倫

的亡，你看到耶路撒冷的亡，這些大城

的亡，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君士坦丁的

陷落，1453 年在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

丁堡，一個永恆的城，自稱不會被打下

來的城，在回教徒的包圍、炮火的攻擊

之下毀掉了，他們自負很強大，他們自

負是基督徒，攻擊他們的是異教徒回教

徒，他們不可能成功，神會保護我們的。 
以前耶路撒冷也這樣想過，神會保

護祂的殿，神怎麼會容異教徒來踐踏祂

的殿呢？君士坦丁堡的人也是這樣相

信，可是回教徒的軍隊攻進城，有些人

躲進聖索菲亞大教堂禱告，有些人還發

預言，在最危險的時候，神會派多少天

使來把異教徒都消滅。沒有，反而是整

個千年的古都被蹂躪了，奸淫擄掠，英

國的史家 Edward Gibbon 寫了羅馬帝國

衰亡史，他寫的很生動，甚至還去看過

遺址，他說，實在很難想像在這塊土地

上流的血是多少。那鴻書三 1「禍哉！這

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

事總不止息。」 
奧古斯丁說，這世界有兩座城，一

座城是該隱所建的，是世上的城；一座

城是基督所建的，是上帝的城。這兩座

城在世界並存直到世界的末了。兩座城

由兩種人組成，由兩種愛組成，一個世

界的城，人的城是由愛自己組成的，這

個城的人都愛世界愛自己，以致於不愛

上帝，另外一個城的人是愛上帝的人組

成的，愛上帝以致於不愛自己，兩座城

一起成長，甚至混在一起成長。 
在世界的城裏有南京東路禮拜堂，

在世界的城裏有存到永遠的上帝的城，

上帝的國度，但是就歷史的眼光來看，

有的時候耶路撒冷會變成巴比倫，有的

時候禮拜堂會變成廟宇，有的時候神的

殿會變賊窩。我們不要去想大的，我們

想到我們自己，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

殿，在我們的身體上，在我們這座上帝

用祂的愛所建的城，所建的人身上，是

充滿了美善還是邪惡呢？是美善中有更

多的謙卑，還是美善中就開始產生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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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以賽亞書有描述巴比倫，或者可能

是撒旦的起源，「早晨之星，明亮之子

啊」，在以賽亞書、以西結書都有講，

「你是多麼華貴、尊貴、榮耀，上帝把

你造的多麼美麗，後來在你們中間查出

不義」，驕傲自大，尼尼微城自大驕傲，

這個城流了許多的血，充滿謊詐和強

暴。教會裏面，耶路撒冷城有沒有更好

一點呢？尼尼微城、推羅西頓、巴比倫

這些偉大的城，我不知道你去過哪些偉

大的城，你去過哪些名城市，巴黎、倫

敦、紐約、芝加哥、北京，我去過西安

看到很輝煌的城牆，實在很可看，在那

個輝煌的城牆上，我可以想像自己像尼

布甲尼撒一樣，哇，這大巴比倫城，是

我建的，是要宣揚我的名，像巴別塔一

樣，我們來建造一座塔，塔頂通天，好

傳揚我們的名。 
我們的名要在主那裏被記念，在主

那裏被珍惜，那就好了。我們自己不必

記念，如果我們記念，我們要更多不依

靠上帝，我們越來越強壯，越來越強大，

有一天耶和華會毀滅這個城。你知道耶

路撒冷城的特點嗎？我們去聖地，去哭

牆，我們去看耶穌所走過的，我們感謝

主，那的確是聖地，耶穌在那裏，還有

聖經的人物在那裏，我們很感觸，但是

耶路撒冷在耶穌的嘴下，是一個以殺先

知著名的城。耶路撒冷是一個上帝不斷

呼換他，他不回來的城。耶路撒冷城的

邪惡，上帝說，所多瑪不到你的一半。

撒瑪利亞沒有你那麼邪惡。我們認識上

帝的恩典，我們經歷上帝的恩典，我非

常喜歡你們在捷運牆上的照片，這個教

會有多麼輝煌的過去，多麼愛主，現在

都是。求主保守我們，繼續謙卑的、柔

和的順從上帝，繼續堅定的、勇敢的宣

揚主的道，不要因為自己的強大、優秀，

就跟神遠離了。 
那鴻書三 5~8「萬軍之耶和華說：我

與你為敵；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

臉上，使列國看見你的赤體，使列邦觀

看你的醜陋。我必將可憎污穢之物拋在

你身上，辱沒你，為眾目所觀。凡看見

你的，都必逃跑離開你，說：尼尼微荒

涼了！有誰為你悲傷呢？我何處尋得安

慰你的人呢？…。」我不知約拿這個時

候在天上看到這一幕滿不滿意，他滿意

就會被丟下去一起燒掉，我們不喜歡惡

人死亡，因為我們的主不喜歡惡人死

亡，尼尼微再強大，比挪亞門強大嗎？

挪亞門是埃及首都，很強大，週圍有水，

海作他的豪溝，又作他的城牆，跟君士

坦丁一樣，不能被攻下的、堅固的，只

有神是我們千古保障，只有神是我們永

遠的福份，我們不要自大，當我們遠離

神的時候，那個悲慘、結果是可怕的。 
那鴻書三 13「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婦

女；你國中的關口向仇敵敞開；你的門

閂被火焚燒。」我們不要成為這樣的城，

最後被吞吃。那鴻書三 18~19「亞述王

啊，你的牧人睡覺；你的貴冑安歇；你

的人民散在山間，無人招聚。你的損傷

無法醫治；你的傷痕極其重大。凡聽你

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惡

誰沒有時常遭遇呢？」所以這話不是對

亞述講的，這話是跟我們每個人講的，

你所行的惡，有誰沒有時常遭遇呢？你

所得到的報應，也是一直都有的，求主

幫助我們謙卑，求主幫助我們持守信

仰，求主幫助我們成為大城，是榮耀上

帝的，不是榮耀自己的。 
（108 年 12 月 1 日主日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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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 

教會小組四月份查經內容（一） 
一、敬拜詩歌：讚美 1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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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五章 1～18 節  主題：38 年癱子得痊癒 
耶穌主動關心病了 38 年的癱子，便醫治他起來行走，這是耶穌所行超越時間的神蹟。 
（一）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的畢士大池畔，廊下躺臥著許多各樣的病人，他們都期盼等待

著傳說中的天使來攪動池水，當水動時可搶先下去，讓自己的病能得痊癒。（V1~4） 
（二）病患當中有一個病了 38 年的癱子，孤立無助的躺在那裡，耶穌看見便主動問：

「你要痊癒嗎？」，癱子說「水動時沒人幫忙抬動，別人總是搶先下水。」，他

顯然對現況是無能為力，對未來是毫無盼望，他早已失去求耶穌醫治的動力。

（V5~7）  
（三）耶穌吩咐「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癱子立刻痊癒，拿起褥子走了。雖然癱

子對自己能痊癒沒有抱太大希望，但耶穌卻憐憫他，仍白白賜恩典醫治他。（V8~9） 
（四）在安息日猶太人看見醫好的癱子拿隨身的褥子行走，便指責問他是什麼人吩咐你

如此做？因為他不認識耶穌而無法回答。耶穌此時趁人多時就躲開了。（V10~13） 
（五）耶穌在殿裡又遇見痊癒的癱子叮嚀他：「你已經痊癒，不要再犯罪，恐怕你所遭

遇的更加利害。」耶穌關心人的身體疾病，更看重人應當保持聖潔的屬靈生命。

（V14） 
（六）痊癒的癱子卻是無情忘恩出賣了耶穌，跑去告訴猶太人，使得猶太人開始逼迫耶

穌。耶穌卻告訴他們：「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穌雖然遭遇無情忘恩

與逼迫危險，但耶穌並未因此而膽怯退縮，祂仍按天父的旨意行事。（V15~17） 
（七）猶太人更加惱怒想要殺耶穌。因為祂不但犯安息日，更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神

設立安息日不做工是要讓人內心得真正安息，癱子原本內心絕望，卻因耶穌的醫

治得著真正的安息。耶穌在安息日行醫治，挑戰人應當思想神設立安息日的心

意。（V18）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詩 103 篇 3 節） 

四、分享討論題目： 
（一）v1~7 耶穌問癱子什麼？分享曾經歷如癱子一般的境遇或困難中蒙神救助的經歷。 
（二）v8~9 耶穌做了什麼？分享所知疾病蒙神醫治或困難蒙神搭救的經歷。 
（三）v10~15 癱子如何回應耶穌的醫治？分享所知數算主恩喜悅的事或忘恩失敗的經歷。 
（四）v14 耶穌看重什麼？分享所知保持聖潔，不犯罪的經歷或輕忽馬虎又再犯錯的事。 
（五）v16~17 耶穌如何回答？分享所知堅持遵行神旨意而行的經歷或因膽怯而退縮的事。  
（六）v18 耶穌為何在安息日行醫治？分享自己得享神安息的經歷或慌亂不得安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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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小組四月份查經內容（二） 
一、敬拜詩歌：讚美 37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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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六章 1～15 節  主題：五餅二魚的神蹟 

四福音（太十四 13~21、可六 30~43、路九 10~17）同時記載五餅二魚的神蹟，顯然十分重要。 

（一）耶穌離開耶路撒冷，渡過加利利海到對岸的山上，有許多的人因為之前看見耶穌

行的神蹟就來跟隨祂。（v1~2） 

（二）逾越節期近了，耶穌與門徒此時一同坐在山上，舉目俯瞰看見許多的人聚集，耶

穌問門徒腓力：「到哪裡買餅好供應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就是有二十兩

銀子的餅，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夠。」耶穌無所不能，知道自己要怎樣行，提

問的目的是要試驗腓力，腓力的回答顯然毫無信心。（v3~7）  

（三）此時門徒安得烈對耶穌說：「人群中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即

便如此僅有這些，又有什麼用呢？」，安得烈的對話，同樣也沒有信心。（v8~9） 

（四）耶穌吩咐門徒叫眾人安靜按次序坐下，人數約有五千（除了婦女和孩子）。耶穌

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餅、分魚給眾人吃，按著各人的需要供應他們。耶穌使

用一個孩童獻出自己僅有的餅和魚，行了一個超越數量的神蹟。（v10~11） 

（五）眾人吃飽了，耶穌吩咐門徒們，將吃剩下的大麥餅零碎，收拾集中起來，免得糟

蹋浪費，最後共裝滿了十二個籃子。神賜的恩典不但超過人所求所想，並且有餘。

我們對於神所賜的恩典，應當珍惜愛護，常常數算主恩，並且向神感恩。（v12~13） 

（六）眾人看見又經歷了耶穌所行的神蹟，都認定祂就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申十八

15），耶穌知道眾人要強逼祂做王，就獨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穌不求自己的榮耀，

只求天父的榮耀。（v14~15）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雅四 6） 

四、分享討論題目： 

（一）v1~7 耶穌問腓力？目的？分享蒙神操練而信心成長的經歷或信心成長停滯的原因。 

（二）v8~9 孩童做了什麼？分享向神甘心樂意奉獻的經歷或所獻上的蒙神使用的事。 

（三）v10~11 耶穌行什麼神蹟？分享所知神賜下如同五餅二魚豐富恩典的經歷。 

（四）v12~13 門徒做什麼事？分享神所賜恩典有餘的經歷或糟蹋浪費恩典的事。 

（五）v14~15 耶穌為何退到山上？分享所知親近跟隨服事神的事或貪圖榮耀失敗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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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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題目―撒母耳記下 

3／30 一  撒母耳記下八章 1~8  大衛治服外族 

一、v1、2 大衛怎樣對待非利士和摩押？我順從神，治死敗壞的情慾嗎？參西三 5。

答：大衛攻打非利士人，治服他們，奪取了京城的權柄。他又攻打摩押人，使

他們躺臥在地上，量二繩的身材高大殺了，量一繩的存留，他們就歸服大衛。  

二、v3~8 大衛怎樣對待瑣巴王？怎樣對待幫助瑣巴王的亞蘭人？v6 大衛為什麼常常

得勝？我專心依靠神，靠神得勝嗎？ 

答：大衛攻打瑣巴王，擒拿馬兵一千七百，步兵二萬，砍斷戰馬的蹄筋，但留下一

百輛車的馬。大衛再殺了亞蘭人二萬二千，在亞蘭地設立防營，亞蘭人就歸服

大衛。v6 大衛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  

 

3／31 二  撒母耳記下八章 9~18  大衛秉公行義治國 

一、哈馬王怎樣對待大衛？大衛怎樣處理金銀銅等戰利品？我甘心奉獻所得的？ 

答：哈馬王差他兒子約蘭向大衛問安、祝福，並贈與金銀銅的器皿。大衛把這些器

皿，和治服各國所得來的金銀都分別為聖，獻給耶和華。   

二、v15~18 大衛以什麼原則治國？有哪些人分層負責？我為國家公平公義禱告嗎？

我處理事物條理分明嗎？ 

答：大衛秉公行義。約押作元帥，約沙法作史官，撒督和亞希米勒作祭司長，西萊

雅作書記，比拿雅統轄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衛的眾子都作領袖。  

 

4／1 三  撒母耳記下九章  大衛恩待米非波設 

一、v1 大衛國位穩固，想作什麼事？我常記得人的好或壞？我找機會報恩嗎？ 

答：大衛問：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他沒有記

念掃羅對他的逼迫苦待，反記念約拿單給他的恩惠。 

二、v7~13 大衛為什麼恩待米非波設？怎樣恩待他？參撒上二十 14、15。 

答：大衛因約拿單的緣故恩待米非波設。將他祖父掃羅的一切田地都歸還給他，要

求洗巴耕種田地，出產歸米非波設。並且要他與大衛王同席吃飯。 

 

4／2 四  撒母耳記下十章 1~5  哈嫩羞辱大衛臣僕 

一、哈嫩怎樣對待大衛的臣僕？有什麼錯誤？我做事小心，不傷人的尊嚴嗎？ 

答：哈嫩剃去大衛臣僕鬍鬚的一半，割斷他們下半截的衣服，露出他們的下體。他

不清楚事實真相，只聽首領的話，就採取激烈的行動，羞辱大衛的臣僕。 

二、大衛怎樣對待受辱的臣僕？我體諒人的痛苦，儘量為人著想嗎？  

答：差人去迎接臣僕，告訴他們可住在耶利哥，待鬍鬚長起來，有尊嚴的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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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五  撒母耳記下十章 6~19  大衛擊敗亞捫聯軍 

一、亞捫人招募哪些人來助陣？強敵壓陣，大衛怎樣處理？我常常明白遵行真理，

成為真理的戰士嗎？ 

答：亞捫人招募亞蘭人步兵二萬、瑪迦王的人一千和陀伯人一萬兩千助陣。大衛就

差約押統帶勇猛的全軍出去迎戰。這是平常預備，能成為勇猛的軍隊。 

二、約押腹背受敵，怎樣處理？怎樣激勵士氣？我害怕或勇敢智慧迎戰困難？  

答：約押挑選精兵，對亞蘭人擺陣，其餘的兵交給亞比篩對亞捫人擺陣，相約彼此

幫助。以「我們都當剛強，為本國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激勵士氣。 

 

4／4 六  撒母耳記下十一章 1~13  大衛犯姦淫的罪 

一、v1~5 將士在前線作戰，大衛何時起床？起來以後，作什麼？以後發生什麼事？

參詩五 3，一四三 8。我每早晨親近神，享受神的愛嗎？ 

答：太陽平西時，大衛起來，在王宮的平頂上遊行，看見拔示巴沐浴甚美。他就差

人接她來，與她同房，她就懷了孕。大衛應早起親近神，為前線將士禱告。 

二、v8 烏利亞回來，大衛要他作什麼？結果如何？v13 大衛再召烏利亞作什麼？結

果如何？我力圖掩飾自己的罪惡或過失嗎？  

答：大衛要烏利亞回家，與妻子吃喝同寢。但烏利亞沒回家。v13 大衛再召烏利亞在

他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希望他回家與妻同寢。烏利亞卻仍不回家。 

 

4／5 日  撒母耳記下十一章 14~27  大衛計殺烏利亞 

一、大衛寫信給約押，要他作什麼？約押接到信後，怎樣行？結果如何？我假公濟

私嗎？我畏懼權勢，行惡嗎？ 

答：要約押派烏利亞到陣勢極險之處，使他被殺。約押派烏利亞到有敵人勇士的地

方，結果烏利亞被殺。 

二、接獲烏利亞陣亡消息，大衛怎樣回答使者？v27 大衛怎樣行？耶和華對這事的態

度如何？我虛偽善良，被神厭棄嗎？ 

答：要使者告訴約押，不要因這事愁悶，刀劍或吞滅這人或那人沒有一定。v27 待拔

示巴為丈夫哀哭的日子過了，大衛就娶拔示巴為妻。她就生了一個兒子。但這

事耶和華甚不喜悅。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詩篇十九篇 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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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枝園地 

          你若信，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        沈盈 

    以往總認為，不是每個人都須經歷結婚生子之歷程，上帝對各人的帶領（恩賜）
原是不同的，沒有優劣之分，而是客製化之用心量身打造！原本很豁達的思維，一
但真正臨到自己，才是真實考驗。 
    五年前經歷婚姻大事之後，想說先不急著懷孕，可以多享受一點兩人時光，哪
知後來竟被醫生轉診至不孕症門診，當時真是晴天霹靂，心想健康寶寶如我，怎麼
可能會無法生小孩？聽到連中醫也宣判了不樂觀的結論時，原以為自己可以坦然接
受這樣的事實，但聽到講員分享有關於聖經中不孕婦女的信息，總不禁感傷落淚；
偶爾在家想到自己沒辦法成為一個母親，也會潸然淚下…，當下真的很感謝天父藉
由宗翰的體諒，安慰我：「沒關係，上帝若沒給我們孩子，表示可以更無後顧之憂地
到偏鄉宣教。」 
    身邊親友得知不孕的情況，難免熱心地推薦中西妙方、介紹各家名醫或是有效
的人工方法…等，但我心裡認定：若是上帝要給我們產業，祂自然會賞賜！所以便
婉謝了這些善意的邀請，繼續禱告尋求神。這過程中，其實一直在跟上帝拉扯，除
了沒辦法接受自己失去了看似身為女人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也對於無法帶給家人有
兒女、孫子女的樂趣有一種愧疚，心中許多錯綜複雜的情緒纏繞，在掙扎中學習禱
告把主權還給神。 
    感謝神，後來我們夫妻倆開始陪伴一些跨教會的年輕人，很享受和他們一起跋
山涉水、欣賞美好大自然的戶外活動與心靈交流；在工作上我們也常須出差，到偏
鄉各地趴趴走，漸漸覺得其實沒有孩子也是一種祝福，可以專注委身於各樣的服事
領域，生活忙碌充實、自在輕鬆。 
    去年年中，我突然感到胃部極度的不適（反胃、胃酸逆流…），原以為是工作壓
力過大造成胃潰瘍，結果竟發現是懷孕了！心想：上帝真是太幽默啦，總是出奇不
意地出招。深知道這產業實在是上帝的恩典，且每個生命都是一個偉大的奇蹟，但
我更相信：天父有更深的心意與計畫，要讓我們學習順服與擺上。 
    人真的太軟弱也太健忘了，其實早在學生時期或是擇偶時，不就已經領悟應把
主權交還給神、讓祂居首位？但隨著時間過去，自己的手又不聽話地想學雅各「抓」
住些什麼…。「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嗎？」（約 11：40），
常錯誤地以為，信靠神可以得見自己的榮耀，而選擇忽視上帝的主權。雖然心裡知
道，上帝成就事情是在彈指之間，若祂有任何的時間差，是因為祂本來就不依照我
們的時間表行事。往往遇到不順遂時，才開始認真禱告，向上帝求神蹟。我很喜歡
莊信德牧師在《真情部落格》中的開場白：「神蹟對許多人來說，是人生當中一次特
別的經歷。但對基督徒而言，神蹟卻是我們一生當中，上帝工作的痕跡。」 
    感謝神透過此次奇妙的經歷再次提醒我：家人生命的滿足，並非靠含飴弄孫或
是傳宗接代來圓滿，只有上帝能讓家人享有一生真正滿足的福樂；且每個人的職分
（不論身為父母、單身、配偶…或是各樣工作上的角色與任務）都是從神領受的獨
特呼召，毋須和旁人或世界比較；都有神所所託付的使命與羊群，在等著我們按照
祂的心意服事，為成就神國度的美善。我們實在需要花更多時間與心思來體貼上帝
的心，敏銳祂工作的軌跡，才得以享受身為基督跟隨者時刻經驗神蹟的權利。 



 -10-

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

當選擇的道路。（詩篇廿五篇 12 節） 

受難紀念特會 

時間：4/10（週五）19:30~21:00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內容：詩歌、短講 

當天同步進行網路直播 

綜合消息： 

公告：為落實政府防疫建議，3/29 起各堂主

日敬拜將登記姓名與電話，大堂人數將管控

在 100 人以下，敬請體恤配合。 

防疫期間為鼓勵不便參

加聚會者在家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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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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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7～

8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因應疫情，配合防疫措

施，4/9 日的講座暫停。 

信徒聚會： 

教會小組四月份查經：請看週刊 5～6 頁。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四~六月課程：填妥報名表後，

請投入奉獻箱。目前因應防疫措施，前三週

4/5、12、19 主日暫停上課。 

公告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大，境外移

入病例明顯增加，加上大量返國人潮，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3 月 19 日記者會發

出警示：最近 14 天是歐洲疫情的高峰期，

未來二、三週將會是台灣進入防疫最關鍵

的時刻！ 

    教會決定配合政府警示採取以下防疫

措施，期平安渡過這段高風險期： 

一、近期自國外返台之弟兄姊妹與同住家

人，請先暫時不來教會聚會，可利用

線上直播參與敬拜，並請依據政府規

定完成 14 天的居家檢疫後，確認沒有

症狀，再恢復教會聚會。 

二、3 月 29 日起至 4 月 19 日（含當日）

止（共三週），暫停成人主日學、兒

童主日學、所有團契與教會小組的實

體聚會。教會在這段時間將規劃相關

網路媒體平台的牧養方式，請代禱。 

三、各堂主日敬拜與獻詩、教會週三禱告

會，照常舉行，並落實執行各項防疫

工作。 

為全球疫情、為教會平安、為每個弟

兄姊妹及家人健康，我們一同儆醒守望禱

告，願神憐憫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