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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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第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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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讚美 6  讚美 6  讚美 6  讚美 20 
禱告…  傅群霖  王  澤  陳寶宏  紀智文  王紫珩 

獻詩…            
啟應…  詩 119:1~32 詩 119:1~32 詩 119:1~32 詩 119:1~32 詩 26 篇 

頌讚…  讚美 107  讚美 107  讚美 107  讚美 107  讚美 356 

讀經…  太廿四 25~51 太廿四 25~51 太廿四 25~51 太廿四 25~51 雅五 16~18 

講題…  明天過後— 明天過後— 明天過後— 明天過後— 做扭轉乾坤的人 
  末世測不準原理 末世測不準原理 末世測不準原理 末世測不準原理 
證道…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404  讚美 404  讚美 404  讚美 404  讚美 233 

祝禱…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吳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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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春梅  余貞慧  潘咸寧  林石蕾 

  楊慶芳  張惠芳  覃桂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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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立  李培立  李培立  李培立  李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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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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及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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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團契時光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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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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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真理 5.25 ㇐ 晚 7:30 教會詩班 暫停    
5.27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照常舉行    靈命進深班 

深知所信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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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7:00 社青團契 見證-生命故事    信徒造就 B 班 

教會生活 5.29 五 晚 7:30 雅音詩班 練詩    
5.30 六 下午 6:30 週六大專團契 電機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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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5/17)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15,620 元 

按月奉獻(56 筆) 323,610 元 

感恩奉獻(8 筆) 22,000 元 

其它奉獻(1 筆) 5,000 元 

差傳奉獻(13 筆) 31,000 元 

代轉贈與(2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全球的宣教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下，仍能以各樣方式來向百姓傳講福音，特

別是創啟地區的宣教士蒙神保守得著堅固。 

□ 為在疫情中受影響的各行各業禱告，不論是

資金的調度困難、物價的上漲、工作的變動

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安定影響，求神憐憫並

使各國政府有智慧來因應規劃。 

□ 為蔡英文總統的新一任任期禱告，求神在執

政團隊的心中工作，使他們在各樣執政規劃

下能尋求屬神的智慧，超越各樣的對立限

制，帶來新的格局與影響。 

□ 為社區部欠缺的同工：陪讀班、長青學院及

生命教育，求主感動有恩賜、負擔的同工加

入，讓社區事工不致受到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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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隔離的世界，復活的救主（下） 

 

賴建國 

讀經：約翰福音廿章 19~28 節

耶穌出示證據，耶穌直接要門徒來

看祂的釘痕，用手來探肋旁，在路加福

音也講到耶穌說：你們來看我腳上的釘

痕！為什麼在約翰福音特別在第一次向

門徒們、第二次向多馬說：來看我手上

的釘痕，來探我肋旁的槍傷？因為當時

人被釘十字架，我看過一個文獻講到耶

穌那個年代，一個被釘十架的人，二十

幾歲的男性，有一塊被釘子穿過的腳骨

頭，當時的情況是一個人把衣服都扒

光，釘在十字架上面，有釘子穿過手腕

釘在木頭上，兩個腳後跟用釘子釘在一

起釘在木頭上，釘子釘穿木頭在後面彎

起來，免得動來動去釘子鬆脫，這是很

痛苦，也是很羞辱的事情。假定跟耶穌

一起釘十字的強盜，他真的從死裏復

活，他會顯示給人看手及腳上的釘痕，

但是只有耶穌不一樣，耶穌還可以給人

看肋旁的槍傷。那是因為兵丁有一個慣

例，釘十字架很痛苦，通常不會很快斷

氣，有時需要經過二、三天才斷氣，但

是為了怕被釘十字架的人逃走，就會把

腿骨打斷，所以跟耶穌一起釘十字架旁

的二個強盜，他們還沒有斷氣，兵丁就

把他們的腿骨打斷，他們看到耶穌已經

斷氣，但是又不是很確定，就拿著槍刺

耶穌的肋旁，血跟水就流出來，就確定

耶穌已經斷氣了，這就是耶穌跟別人不

一樣的地方。耶穌來見門徒的時候，門

徒曉得這一點，他們一定要看看耶穌的

釘痕，看祂的肋旁來確定，耶穌也主動

跟他們講，門徒看到肋旁就確定這真的

是耶穌，這就是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

上，為我們從死裏復活，使我們罪得赦

免的耶穌，這是非常明確。 
我們今天讀的經文，二次講到：來

看我的肋旁，來看我的釘痕，確定就是

耶穌，耶穌出示證據後，門徒看到就喜

樂到幾乎不敢相信。耶穌差遣門徒，耶

穌跟門徒說，你們要受聖靈，就向他們

吹一口氣。有人解釋這一口氣，像創世

記二章，上帝造亞當後，向他鼻孔吹一

口氣，中文翻譯說，亞當就成為有靈的

活人，這翻譯有點太過了，應該翻成他

就有了生命的氣息，心靈的活動，可能

比較好一點。有人還更進一步講到聖經

裏面還有別的說明，比如上帝吩咐摩西

說，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靈，分給以色

列七十個長老，他們要跟你一起來治理

以色列百姓。還有，當摩西就要離開這

世界，上帝告訴摩西說，你要按手在約

書亞身上，聖靈就要大大充滿在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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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上，這屬靈偉人領導全民的傳承，聖靈

充滿在他裏面。還有一個例子，是以利

亞跟以利沙，以利亞就要被主接到天上

去，以利沙就一直跟隨過了約旦河，以

利亞就問他說：你要什麼？以利沙回答

說：願感動你的靈也加倍的感動我，上

帝就真的賜福給以利沙。以利亞生平行

過好多的神蹟，但以利沙行的神蹟差不

多是以利亞的兩倍，這也是一個領導傳

承的聖靈。 
耶穌在這裏也許是做一個象徵性的

動作，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然後

過幾天五旬節時，門徒在一起禱告，聖

靈從天上降下來到他們身上。耶穌第二

次來是專門為多馬來的，我看了很感

動，我讀約翰福音裏，有好幾次耶穌專

門為了某一個人特別去看他，向他傳福

音，讓他信主，或者澄清他心中的疑惑，

建立他的信心，多馬這次也是。我剛剛

還跟前一堂領會的弟兄談，人從小在教

會裏面，心中還是會有疑惑，多馬有點

像這樣的人，有人稱多馬為懷疑的多

馬，耶穌就直接給多馬看，把多馬心中

的懷疑通通除掉，耶穌為了一個人會特

別向他顯現，特別對他造就。耶穌說：

不要疑惑，只要信，或者翻成「不要做

疑惑的人，要做一個相信的人」，你是

因為看見我才相信，那沒有看見我就相

信的，就更加有福了，就是講我們這些

人，我們跟耶穌那時代相距了二千年，

我們雖然沒有看見耶穌，但是我們看見

這些人的見證，我們就願意信主，成為

一個蒙福的人，請大家說：阿們！我們

真是有福的人。 

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畫了一幅畫，

這幅畫是耶穌叫多馬把手伸過來探探祂

的肋旁，我們很多人就猜，在現場可能

多馬看見耶穌，聽到耶穌這樣講話，不

一定真的把手伸過去，多馬說：我的主！

我的神！這就夠了，太寶貝了。我們要

感謝約翰，約翰福音跟其他福音書不一

樣，馬太、馬可、路加福音都提到多馬，

只有在耶穌的十二個門徒名單裏簡單的

提到他，沒有提到他做了什麼事情，說

了什麼話，約翰福音連續四次特別單獨

記載多馬的事情，他就成為活生生的人

出現在我們面前，而不再只是名字而已。 
約翰福音十一章耶穌去找拉撒路，

要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可是門徒們很

擔心害怕說不要去，但多馬就說：我們

也和他同死吧！主說：我要往父那裏去

為你們預備地方，預備好就來接你們，

多馬就回應說：主啊！我們不知道祢往

哪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回

答：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這麼重要

的真理在這裏講到。第三次就是耶穌這

次復活顯現，叫多馬把手伸過來，看我

手上釘痕，探我肋旁的槍傷，多馬只講

到，我的主！我的神！約翰福音那麼多

人對於耶穌信仰的告白裏，達到最巔峰

最偉大的時候。很多人對多馬的評論是

多疑的多馬，個性上可能是這樣，耶穌

十二個門徒各種個性都有，有些個性比

較衝動，有些比較陰險一點，另外有些

人不顯露出來，多馬好像常常講反話，

有些人形容多馬不夠聰明或者反應不夠

靈敏，常講一些惹人生氣的話，多馬就

是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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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我們團契裏有這樣的人，我教的學

生裏面也有，但不代表這樣的人不好，

多馬個性比較悲觀一點，但他屬於悲觀

的忠誠跟隨者，多馬這幾句話，就把重

要的真理帶出來，整個約翰福裏最偉大

的宣告，稱呼耶穌我的主！我的神！這

是多馬在這次講出來的，耶穌沒有給他

太多的責備。懷疑主義的懷疑只是一個

工具，一個方法，是在最後完全確定之

前的存疑，目的是要做最後的確定，懷

疑是為了要確信，發問是為了要尋真。

教會裏面有尋真小組，林森南路也有一

個尋真團契，為了在教會裏面長大的孩

子，他不會否認從小在家裏、在自己身

上的屬靈經歷，但是在有些關卡上面他

還有一些疑問，他想明白，多馬就有點

像這樣的人，耶穌特別來向多馬顯現，

造就他，多馬從悲觀的不信，見到耶穌

以後成為一個有喜樂的信心，懷疑的多

馬變成堅信的使徒。教會有個傳說，多

馬跟所有的使徒一樣為主殉道，相傳多

馬最後到了印度巴基斯坦傳福音，後來

為主殉道，他沒有再懷疑了，勇敢向前，

將來到天上去，也要得到主的稱讚。 
聖經提摩太後書講到，或詩歌唱

到，我深知所信，或者我深信所知，在

約翰福音裏面多少人對耶穌信仰的告白

就列出七個。施洗約翰稱耶穌為神的兒

子；拿但業稱耶穌為神的兒子，以色列

的王；撒瑪利亞居民聽了撒瑪利亞的婦

人見證，就稱耶穌為救世主；生來瞎眼

的人向別人做見證說，若不是從神來

的，甚麼都不能做；馬大在弟弟拉撒路

從死裏復活時說：祢是基督，是神的兒

子！眾門徒也曾講過：我們信祢是從神

來的；多馬講到：我的主！我的神！這

是在整個約翰福音最後講到最偉大的信

仰認信。將來我們大家到天上去，見到

多馬時，可以跟他握手，講這個偉大的

信仰宣告。 
最後我要講陶恕，陶恕是廿世紀上

半葉一個非常有名的宣道會牧師，他牧

會四十幾年，有三十幾年在芝加哥的宣

道會，他一生寫了四十多本書，其中有

二本是經典之作，其中一本書叫作渴慕

神，我鼓勵弟兄姊妹有機會好好的讀一

下，他被稱作是帶我們進入到屬靈深處

的牧師，他有一段話，「如果上帝多給

你一些年日，記住！那不是你的，你的

時間要用來榮耀主，你的家要榮耀主，

你的活動要榮耀主，凡事都要榮耀主。」

阿們！最後是生命回應的禱告，是我今

天早上寫下來的： 
主啊！感謝祢！死亡不能拘禁祢，

牆壁不能隔離祢。親身顯現賜平安，吹

氣叫我得聖靈。祢更差遣眾使徒，見證

救主已復活。眾人見祢就喜樂，我也經

歷主大能。願祢守護我信心，衷誠仰望

祢快來。（四月 12 日主日證道）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

事藉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

的告訴神。（腓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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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列王紀上 

5／25 一  列王紀上七章 1~12  按殿樣式建造宮室 

一、所羅門用多久時間，建造自己宮室？長、寬和高各多少？我作事有計劃，按部

就班完成嗎？參路十四 28。 

答：所羅門用十三年建造，長一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 

二、v9 如何預備建造的石頭？v12 按照什麼樣式建造？我參考相關資料，所作計劃

具體可行嗎？ 

答：石頭按尺寸鑿成，用鋸裡外鋸齊的。v12 都照耶和華殿的內院和殿廊的樣式。 

 

5／26 二  列王紀上七章 13~51  完成聖殿一切的工 

一、所羅門王請誰來？他有什麼專長？我求神賜我智慧，在專長上不斷長進嗎？ 

答：所羅門王請戶蘭來。他滿有智慧、聰明、技能，善作各樣銅製作品。  

二、戶蘭製造了哪幾樣巨大的銅製作品？尺寸各是多少？我耐心專注，使我能完成

工作嗎？（1 肘約 45 公分；1 罷特約 6 加崙，約 23 公升） 

答：戶蘭製造兩根銅柱，每根高十八肘，圍十二肘；又鑄造一個銅海，樣式是圓的，

高五肘，徑十肘，圍三十肘；再製造十個銅座，每座長四肘，寬四肘，高三肘；

又造十個銅盆，可容四十罷特，盆徑四肘。 

 

5／27 三  列王紀上八章 1~11  迎約櫃入聖殿 

一、所羅門招聚了哪些人來迎約櫃？由誰抬起約櫃？ 

答：所羅門招聚了以色列的長老、各支派的首領、並以色列的族長到耶路撒冷。按

照律法的要求，由祭司抬約櫃。 

二、約櫃放在聖殿的哪裡？約櫃裡面有什麼東西？我遵行神的話，有神同在嗎？ 

答：約櫃放在聖殿內殿的至聖所，在兩個基路伯的翅膀底下。約櫃內只有兩塊石版，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華與他們立約的時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 

 

5／28 四  列王紀上八章 12~21  稱頌神，建殿應許成就 

一、v15 所羅門怎樣稱頌神？我因著神成就祂的應許，稱頌神嗎？ 

答：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祂親口向我父大衛所應許的也親手成就了。 

二、v17 大衛立意作什麼？耶和華曾怎樣回覆？v20 結果呢？我立志順服神的心意，

成功不必在我嗎？ 

答：大衛立意為耶和華建殿。耶和華卻說：你立意為我的名建殿，這意思甚好。只

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生的兒子必為我名建殿。v20 現在耶和華成就祂的應許，

使所羅門接續大衛作王，又為耶和華建造了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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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5／29 五   列王紀上八章 22~30  奉獻聖殿祈禱 

一、v23 怎樣描述耶和華？祂向誰施慈愛？v25 祂怎樣應許大衛？我盡心遵行神的

話，體會神的愛嗎？參約十四 21。 

答：耶和華啊！天上地下沒有神可以比祢的。祢向那盡心行在祢面前的僕人守約施

慈愛。v25 祢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在我面前行事像祢所行的一樣，就不斷

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二、v27 怎樣描述神的偉大超越？v28~30 有什麼祈求？我稱頌神的偉大嗎？  

答：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祢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殿呢？v28~30 求神晝夜看顧

這殿，祢僕人和祢民以色列向這殿禱告時，求祢在天上祢的居所垂聽，垂聽而

赦免。 

 

5／30 六  列王紀上八章 31~34  為百姓祈禱 

一、v31、32 對糾紛起誓的事，若到聖殿壇前禱告，求神怎樣垂聽？我相信神是公義

的，必定施行公義審判嗎？ 

答：求祢在天上垂聽，審判祢的百姓，定惡人有罪，照他所行的報應在他頭上；定

義人有理，照他的義賞賜他。 

二、v33 以色列人若因犯罪戰敗，應該怎樣行？v34 求神怎樣行？我犯罪失敗時，回

到神面前認罪，並求神帶領前途嗎？ 

答：以色列人應歸向耶和華，承認祢的名，在聖殿裡向祢祈求禱告。v34 求祢在天上

垂聽，赦免以色列的罪，使他們歸回祢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5／31 日  列王紀上八章 35~40  求神赦罪賜福 

一、若因罪受罰，天不降雨，應怎樣行？v36 求神怎樣施恩？我犯罪受罰時，快快回

到神前認罪，遵行神的話嗎？ 

答：他們應向聖殿禱告，承認神的名，離開他們的罪。V36 求祢在天上垂聽，赦免

他們的罪，將當行的善道指教他們，且降雨在地上。 

二、國中若有饑荒、瘟疫、旱風、霉爛、蝗蟲、螞蚱或有仇敵犯境，怎樣可以蒙恩？

v29 求神怎樣施恩？我遭遇困苦，省察自己，求神施恩嗎？ 

答：若自覺有罪，向聖殿舉手祈求。v29 無論祈求什麼，求祢在天上垂聽赦免，照各

人所行的待他們，使他們在祢賜給我們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祢。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 

祂的名為聖。祂憐憫敬畏祂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路加福音一章 49~5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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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敬畏祢、投靠祢的人，祢為他們

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

大呢！（詩篇卅一篇 19 節）  

綜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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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徵召： 

徵召：第五堂主日敬拜音控及招待同工，請

向行政同工黃俊賓弟兄報名（教會分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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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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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消息： 
安息：蘇繼同姊妹 5/8 安息主懷，5/30 本週

六 10:00 第二殯儀館至善二廳舉行追思禮

拜，願神安慰家屬們的心。 

今日 1~4 堂證道大綱 

中心思想：_______看見世界吹熄燈號前後所

充斥的屬靈________原理 

1、末世人類的挑戰，有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災害 

2、明天過後，這世界所走的是往________

的_________路 

3、未來的奧秘是，沒有________知道世界

_________會收攤 

4、擺在_________前面的，本質上充斥著

__________原理 

5、世界不會完全________，直到上帝吹

_________之際 

6、看清_________決定未來的人，委身於

________的呼召 

7、屬靈人看見，勿等到_______時才想起未

繳___________ 

8、能者多勞，________戴在_______馬拉松

選手的頭上 

9、熄燈前留心，天國的________不能用

_______來計算 

10、_______是相信看不到的，_______是看

到所相信的 

 

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實體聚會 
防疫指引  20200520 版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指引，參

加聚會須配合下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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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自 5/21 起在配合上述防疫措施前提下

恢復教會各場地一般性使用。 
◎使用場地時，須開門窗保持空氣流通。 
◎使用場地時，除飲水外一律禁止共餐飲

食（含會前∕會後）。 
◎使用場地後消毒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