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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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  第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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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讚美 3  讚美 3  讚美 3  讚美 2 
禱告…  鄒柏林  吳千姬  邱創朝  陳瑋同  唐賢中 

獻詩…            
啟應…  詩 33 篇  詩 33 篇  詩 33 篇  詩 33 篇  詩 37 篇 

頌讚…  讚美 396  讚美 396  讚美 396  讚美 396  讚美 389 

讀經…  書十一 1~23 書十一 1~23 書十一 1~23 書十一 1~23 太五 7~12 

講題…  順服帶著得勝 順服帶著得勝 順服帶著得勝 順服帶著得勝 開啟幸福的鑰匙（下） 
證道…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杜榮華 

頌讚…  讚美 228  讚美 228  讚美 228  讚美 228  讚美 413 

祝禱…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杜榮華 

司琴…  葉逸寧  王心芝  莊永如  林雅億  謝玫琪 

招待…  羅家叡  楊玲美  李玲慧  徐啟仁  黎智雄 

  林玉蓮  謝翊鳳  楊雅文  游美雲  張  薇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范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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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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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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 國高中: 團契時光 5.24 日 上午 8:00 舊約：以西結書 

因應防疫措施 
課程採網路教學 
可 於 Youtube
「南京東路禮拜
堂」頻道中觀看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暫停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5.18 ㇐ 晚 7:30 教會詩班 暫停    信徒造就 A 班 

基要真理 5.20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照常舉行    
5.21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我喜愛的歌    靈命進深班 

深知所信 
 

  下午 2:00 姊妹會 暫停    
  晚 7:00 社青團契 查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5.23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查經 4    信徒造就 B 班 
教會生活         

        新約班：歌羅西書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五月查經內容 
約六 16~24 
約九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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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利用網路線上教學 

請點以下連結 
https://www.nkeckids.org/ 

   

因應防疫措施暫停 

各組採用視訊線上聚會 

 幼稚班 
    低中高年級 
   11:00 寶貝班 
    幼稚班 
    低中高年級 
   下午 1:00 童行角落 

 

2020 年 4/1-4/30 經常性收支餘絀表 

收入 費用 

主日奉獻 NT$87,800 全職薪資 NT$912,700 

按月奉獻 NT$2,076,734 其他人事費 NT$260,952 

感恩奉獻 NT$241,700 勞健退休提撥 NT$200,984 

其他奉獻 NT$20,500 文具文宣 NT$46,730 

  事工費用 NT$19,933 

  修繕費用 NT$12,704 

  對外奉獻 NT$200,000 

  行政管理 NT$182,554 

  雜項費用 NT$155,025 

收入合計(A): NT$2,426,734 費用合計(B): NT$1,991,582 

2020年4/1-4/30經常性收支餘絀(A-B): NT$435,152.- 

註:本月份建堂奉獻 NT$109,500.-，代收為差傳協會奉獻 NT$1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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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隔離的世界，復活的救主（中） 
 

賴建國 

讀經：約翰福音廿章 19~28 節

另外一個地方是在土耳其，現在聽

到土耳其，台灣人可能會嚇死，因為前

不久有旅遊團到土耳其，結果超過半團

的人都中標了。廿年前我到土耳其時印

象非常的好，土耳其的風景很優美，人

也很友善，花費也比較便宜，我在土耳

其八天，跟在希臘二天的花費一樣多，

真的差很多，土耳其真的很不錯。在土

耳其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加帕多家，有

些人到加帕多家是去坐氣球，在那裏有

很大的石林，每一個巨大的石頭，表面

上光秃秃的，沒有什麼樹木，那些石頭

有些比我們教堂還大，裏面就是教堂，

有壁畫等等。有的一個廳就跟我們教堂

一樣大，他們在那裏聚會做禮拜，有些

深度可以到十層樓深，你可能會想，地

下十層樓，他們長期在那裏怎麼通風？

怎麼排洩？這是很大的工程，很了不

起！這些地方用了一千多年了，一直使

用到二十世紀上半年時，土耳其政府威

逼利誘，把裏面的人都遷出來，在地面

上蓋房子給他們住，他們都是基督徒，

為是避免人的迫害，躲在這地底下。 
我們看今天的這段經文，門徒因為

害怕猶太人，就把門關了，真的是會這

樣做，不要太批評他們，門徒們要預防

一些事情，不過他們做這些事情時都有

上帝的恩典與他們同在。我們講到隔

離，隔離是傳染病最好的防制方法，我

大學時研究生物、化學、細菌，進實驗

室時會先假設不知道、不認識這細菌，

先假設細菌是有毒，我們是研究食用的

菌類，更不要講病菌。我們現在講病毒

在很早的文獻就有記載，比如天花，就

是屬於病毒，在公元前二、三百年就有

文獻提到，只是不知道那是什麼，那時

醫學知識還是有限。到了十九世紀，法

國的巴斯德發明消毒方法，可是對於細

菌還是搞不清楚，但是經過消毒或煮

沸，大部份的細菌差不多都會死，當然

有些病毒到 120 度的高溫也沒辦法消

除。後來有人發明過濾的器皿，你看不

到這些細菌，但是經過過濾器皿就會把

細菌攔住，但是還是有漏網之魚，以前

稱為濾過性病毒，現在稱為病毒，那是

比細菌還要小，是細菌的一千分之一。 
1931 年有了電子顯微鏡之後，才能

真正看到這病毒，現在能夠看到並且抓

到這些病毒，生物科技的進步，可以去

定病毒生物序列的 DNA，病毒並不是完

全的生物，沒有完全的生命。DNA、RNA
病毒外層包著一層膜，經過一個傳播媒

介進到人體，細菌的膜打開，裏面的

DNA、RNA 就出來，在人體中複製，病

就產生出來了。現在我們感謝這些科技

人員，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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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利未記十三、十四章就講到隔離，

大痲瘋病就是要隔離，穿過的衣服，躺

過的床都要經過消毒，經過一個禮拜或

二個禮拜，我以前學的跟細菌有關，這

樣的作法是非常科學的。我們今天的知

識就是要隔離，把細菌放在培養皿，放

在 25 度保溫箱裏培養，大概經過一至二

週就可以培養出來，再經過檢驗才能確

定是哪種細菌。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有用

的就是隔離，隔離要有效是需付代價的。 
在隔離時，求上帝讓我們經歷到不

能被隔離的信仰。我們講到耶穌基督看

到門徒，因心裏害怕把門關起來，社交

上不敢跟別人接觸，都是要付代價。耶

穌基督在我們裏面是我們的力量，耶穌

不能被隔離，聖經裏講到，沒有任何事

能讓我們跟神的愛隔絕，耶穌從死裏復

活，祂的愛一直充滿在我們裏面，讓我

們有力量可以面對外面的一切。耶穌不

能被隔離，墳墓不能隔離祂—墓石挪

開；陰間不能隔離祂 —勝過死亡；門牆

不能隔離祂—穿牆入壁。墳墓不能隔離

祂，復活節早晨，天還剛亮時有幾個婦

女要去見耶穌，她們還在擔心墓前的大

石頭。當耶穌要拉撒路從墳墓裏出來

時，還叫人把墓前的石頭挪開。這些婦

女還在擔心誰能幫她把大石頭挪開，但

到了耶穌的墳前時，石頭已挪開了，她

們看到天使，天使問她們，怎麼在死人

中間找耶穌呢？祂已經從死裏復活了。 
陰間不能隔離祂，我們唱的詩歌或

讀的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說：死啊！

你的毒鈎在那裏？死的毒鈎就是罪，罪

會把我們鈎在死亡陰間裏，但是耶穌已

經勝過這一切，我們跟著耶穌就可以一

樣的勝過死亡。門牆不能隔離祂 —門、

牆關起來，只不過擋人的身體，我現在

手按講桌時，馬上感受到反作用力，因

為我們活在三度空間裏。耶穌從死裏復

活以後，祂的身體就完全不受這個限

制，祂可以在這邊顯現，或者穿牆入壁

在另外一邊出現，或突然中又不見。耶

穌並不是精神復活，當耶穌對門徒顯現

時說：你們來看我的釘痕手，來摸我的

肋旁，魂是無骨無肉的。使徒信經講到

耶穌是身體復活，我們將來也是身體復

活，耶穌復活的身體跟我們今天的身體

不太一樣，那是個榮耀的身體，耶穌復

活不是用在登山變像中榮耀的身體向門

徒顯現，反而是手上帶著釘痕，肋旁帶

著槍傷，這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鼓勵及安

慰，將來我們都要經過死亡，等到耶穌

再來，呼喚我們上來時，我們就會被主

接去，那時我們都會像耶穌一樣是復活

的身體，經過改變，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都被接上去跟祂在一起。 
這種顯現在福音書裏就提過好多，

耶穌向好多人顯現，祂曾經顯給抹大拉

的馬利亞看，曾經顯給眾婦女看，顯給

西門彼得看，顯給以馬忤斯的二個門徒

看，顯給眾使徒看，就是今天我們讀的

經文，分成二次，相距有一個禮拜。第

一次主要是顯給所有門徒，第二次特別

針對多馬，廿一章講到有七個門徒跟著

彼得，包括多馬一起去打魚，耶穌就向

他們顯現，那次耶穌還問他們，你們有

吃的沒有？他們就拿燒魚給耶穌，耶穌

就吃了，耶穌復活的身體是可以吃、喝。

耶穌有一次顯現給五百個人看，有人說

這些是見到幻像，但是五百個人同時看

見幻像是不可能的，保羅講到，中間有

一半的人還活著，他們可以做見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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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後一次是保羅自己，保羅是反對耶穌，

殘害信徒的，他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耶穌

向他顯現，大光就照著保羅，他聽到有

聲音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

我？他嚇的問：主啊！祢是誰？有聲音

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保羅是逼

迫殘害信耶穌的人，為什麼耶穌跟我講

話？祂沒有死，還是祂死了又復活呢？

保羅明明是逼迫教會信徒的人，耶穌說

你這麼做就是逼迫我，這變成後來保羅

傳講信息的核心，耶穌就是元首，教會

就是祂的身體，祂跟教會緊緊的結合在

一起，沒有分開，這個經歷帶給保羅很

大的改變。耶穌復活顯現，有時候是向

一個人顯現，有時候向二個人顯現，有

時候向十個人顯現，有時候向更多人顯

現，每一次顯現都是有特別的目的，有

時候向男的顯現，有時候向女的顯現，

有時候向有懷疑的人顯現，有時候是向

熱忱的人顯現，耶穌顯現以後都是要帶

來使命給他們，耶穌不是隨意向人顯

現，而是要帶來一些改變、使命。 
耶穌向門徒顯現，我列出三個耶穌

講的，祂帶來平安、祂出示證據、祂差

遣使徒。祂見門徒的第一句話說：願你

們平安！這句話在當時是一個很平常的

問候語，有點像台語教會有一個很優秀

的傳統，他們見面時都會用台語說「平

安」代表問候，以後就成為很好的傳統。

耶穌連續三次向門徒說這句話，第一次

講的時候，門徒只想到是平常的問候，

後來再聽到時，激發他們更多的思考。

耶穌跟他們在一起時，多次講到平安，

耶穌講到，你們在這世上有苦難，但在

我裏面有平安，所以我離開你們到父那

裏去，我把平安留給你們，這平安是世

上的人不能奪去，這帶給門徒很大的屬

靈意義，這是我們喜歡約翰福音中間的

一個原因。約翰福音好多話到了之後再

看時，這些話都已經超過整個經文上下

文的涵意，非常大的屬靈意義在裏面。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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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5/10)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17,120 元 

按月奉獻(52 筆) 424,759 元 

建堂奉獻(2 筆) 10,000 元 

感恩奉獻(9 筆) 78,800 元 

其它奉獻(1 筆) 5,000 元 

差傳奉獻(9 筆) 42,500 元 

代轉贈與(7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求神賜智慧給各國領導人，振興經濟與防控

疫情做出正確決策。有效的肺炎疫苗能順利

研發量產。美中衝突能緩和。飢荒問題受控。 

□ 520 總統就職平安順利，總統智慧處理兩岸

關係，免受大國角力之害。經濟紓困方案順

利執行，有效減緩失業、倒閉潮的衝擊。 

□ 長傳教執核心同工與神關係緊密，有智慧與

愛心牧養群羊。疫情舒緩後，審慎逐步開放

實體聚會。主日禱告會直播、線上課程能彌

補牧養缺口。 

□ 社區部同工、志工以及家人身心健康，求神

護衛保守。疫情期間，求主幫助及憐憫，所

有進出的人員皆能有神保守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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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列王紀上 

5／18 一  列王紀上三章 1~15  所羅門求聰明智慧 

一、v6 所羅門怎樣看父親大衛的一生？v7、8 他有什麼責任挑戰？v9 向神求什麼？

我知道自己的角色、責任，按神心意祈求，使我能盡責榮耀神嗎？ 

答：我父親大衛用誠實、公義、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v7、8

我接續王位，卻是幼童，不知當怎樣出入治理。v9 求神賜智慧，能審判百姓。 

二、v11 神怎樣肯定所羅門的祈求？v12、13 怎樣答應他的祈求？v14 應許什麼？我

向神求智慧嗎？我按神的旨意祈求嗎？參雅一 5，約壹五 14。 

答：你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審判。v12、13 我就賜

你無人能及的聰明智慧、富足、尊榮。v14 若遵行我的道，我必使你長壽。 

 

5／19 二  列王紀上三章 16~28  所羅門智慧審判 

一、兩婦人為什麼事爭吵？所羅門叫人怎樣行？怎樣看出誰是活孩子的母親？我在

困難中，求神賜智慧解決難題嗎？ 

答：兩婦人為活孩子屬誰爭吵。所羅門叫人拿刀，將孩子劈為兩半。活孩子的母親

心疼，寧可失去孩子，也要保留孩子活命。  

二、v28 所羅門智慧審判，產生什麼結果？我祈求司法人員有智慧辦案、判案嗎？  

答：百姓都敬畏他，因為見他心裡有神的智慧，能以斷案。 

 

5／20 三  列王紀上四章 1~19  所羅門作王治理 

一、所羅門有哪些臣僕，各執掌什麼事務？我按各人才幹分工授權嗎？ 

答：撒督的兒子亞撒利雅作祭司，以利何烈、亞希亞作書記。約沙法作史官，比拿

雅作元帥，撒督和亞比亞他作祭司長，拿單的兒子亞撒利雅作眾吏長，撒布得

作領袖，亞希煞作家宰，亞多尼蘭掌管服苦的人。  

二、所羅門怎樣安排王室的食物？我求神賜智慧理財，安排家庭所需嗎？  

答：所羅門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個官吏，使他們供給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各人

供給一個月。這樣就讓王室的食物有穩定的供給，各人負擔也不至太重。 

 

5／21 四  列王紀上四章 20~34  所羅門極其智慧 

一、在所羅門治理之下，百姓生活如何？國勢如何？我為家人、公司同事得著平安

喜樂，祈求神嗎？  

答：百姓如同海邊的沙那樣多，都吃喝快樂。各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

下安然居住。所羅門統管諸國，從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邊界，這些國都

進貢服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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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29 神賜給所羅門什麼樣的智慧？v32、33 有什麼著作和講論？v34 列王有什麼

反應？我求神給我智慧，能見證榮耀神嗎？參雅一 5。  

答：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測量。v32、33 他作箴

言三千句、詩歌一千零五首。講論草木、飛禽走獸、昆蟲水族。v34 天下列王聽

見，就都差人來聽他的智慧話。 

 

5／22 五  列王紀上五章  所羅門準備建殿木料 

一、v3~5 大衛為什麼不能建殿？所羅門為什麼要建殿？v6 向希蘭王提出什麼要求？

我願為教會建堂禱告、奉獻嗎？ 

答：大衛因四圍爭戰的事不能建殿。所羅門定意建殿，是按照耶和華應許大衛的話：

你兒子必接續坐你的位，必為我的名建殿。v6 他要求希蘭的僕人在黎巴嫩砍伐

香柏木，並應允必照希蘭所定的給工價。 

二、v7~11 希蘭與所羅門有什麼約定？v12 耶和華怎樣行？結果如何？我誠信，遵守

約定嗎？ 

答：希蘭的僕人砍伐香柏木和松木，浮海運給所羅門的僕人，所羅門每年給希蘭麥

子兩萬歌珥，清油二十歌珥。v12 耶和華照著所應許的，賜智慧給所羅門。希蘭

與所羅門和好，彼此立約。 

 

5／23 六  列王紀上六章 1~13  所羅門開始建殿 

一、聖殿長寬高各多少？v7 是用什麼材料？建的時候，有什麼特色？我事奉時，有

埋怨，批評論斷嗎？ 

答：聖殿長六十肘、寬二十肘、高三十肘。v7 都是用山中鑿成的石頭。建殿的時候，

鎚子、斧子和別樣鐵器的響聲都沒有聽見。 

二、v12、13 耶和華對所羅門說什麼？我相信神的應許，遵行祂的話嗎？  

答：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章，遵從我的一切誡命，我必向你應驗我所應

許你父親大衛的話。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並不丟棄我民以色列。 

 

5／24 日  列王紀上六章 14~38  所羅門建殿完成 

一、內殿長寬高各多少？牆面上都貼什麼？殿內的香壇、基路伯用什麼包裹？金子

預表神性。我祈求主，教會各樣聖工都能合神心意，彰顯神榮耀嗎？ 

答：內殿長寬高都二十肘，牆面上都貼了精金。香壇和基路伯都用金子包裹。 

二、v37~38 所羅門何時建聖殿？何時完工？共用了幾年？我願長期為教會建堂禱

告、奉獻，直到完工嗎？ 

答：所羅門在位第四年二月立了聖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八月就造成，共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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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

享安靜，不怕災禍。（箴言一章 33 節） 

綜合消息： 

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實體聚會 

防疫指引  20200512 版 

依據 2020/05/08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表示：凡是符合相關防疫及安全措施條件

者，不受「室內 100 人、室外 500 人的限

制」，期望大家一起落實「防疫新生活運

動」，提升生活品質也促進經濟發展。因

此制定本堂參加聚會時須配合下列規範： 

1、自國外返國者須在家檢疫 14 天，自主

健康管理 7 天共 21 天，期間請暫勿參

加聚會。 

2、有感冒或上呼吸道症狀者，請暫勿參

加聚會。 

3、入場前配合量測體溫（額溫 37.5 度以

上為發燒症狀，請暫勿參加聚會）。 

4、入場前須以酒精消毒手部。 

5、聚會前採實名制登記入場。 

6、聚會全程請配戴口罩。 

7、聚會時請依照規範間隔就座，（主日敬

拜時，南京堂三樓可容納 160 位、四

樓 50 位參與實體聚會）網路直播仍持

續配合進行。 

8、教會目前可提供使用場地如下（須先

登記）： 

＊新安中心大堂（含分組）、梯廳、

空中花園（日間） 

＊南京堂 204 室∕205 室∕208 室（日間） 

◎使用場地時，須開窗保持空氣流

通，且上列區域以外場地一律暫不

開放使用。 

◎使用場地時，除飲水外一律禁止共

餐飲食 （含會前∕會後）。 

網路直播：防疫期間為

鼓勵不便參加聚會者在

家 敬 拜 ， 啟 動 網 路 直

播；各堂主日敬拜時段

可至本堂網站首頁，按

「 影 片 」 點 選 直 播 連

結，或掃描右方 QR code 觀看。 

教育訓練： 

成人主日學四~六月課程：課程採線上教

學，影片可於 Youtube 之「南京東路禮拜堂」

頻道觀看，敬請多加利用。 

信徒聚會： 
教會小組月例會：今天 13:00 在南京堂 204、

205 室舉行，請小組長、同工屆時參加。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6～

7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講台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