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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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第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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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讚美 10  讚美 10  讚美 10  讚美 6 
禱告…  龍浩雲  陳  照  楊伸崇  紀智文  秦羽翔 

獻詩…  我心獻曲    花一點時間向耶穌禱告 
啟應…  詩 119 篇 97~112 詩 119 篇 97~112 詩 119 篇 97~112 詩 119 篇 97~112 詩 111 篇 

頌讚…  讚美 211  讚美 211  讚美 211  讚美 211  讚美 33 

讀經…  林前四 1~16 林前四 1~16 林前四 1~16 林前四 1~16 詩 90 篇 

講題…  生命的畫像 生命的畫像 生命的畫像 生命的畫像 璀璨的人生 
證道…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范大陵 

頌讚…  讚美 413  讚美 413  讚美 413  讚美 413  讚美 409 

祝禱…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陳正宏  范大陵 

司琴…  施慧慈  姜以琳  呂美賢  謝佳君  林貝蓁 

招待…  王子美  連素玲  白宏文  郭曉莉  王麗華 

  楊慶芳  劉珊如  章竣升  郭曉桂  張薳之 

 

●下主日證道講員● 
 第㇐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證道…  王寓文  王寓文  嚴  正  嚴  正  杜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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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我心獻曲 

當如何訴說，祢為我成就的大事？我雖然不配，祢卻向我顯明祢的愛， 

雖然有千萬天使歌頌，不足表達我的感恩；我將自己所盼望的一切，全都歸給恩主。 

榮耀歸於真神，榮耀歸於真神，為祂所成就的，都歸榮耀與神； 

祂流血我蒙拯救，祂能力我得復興，為祂所成就的，都歸榮耀與神。 

主為著祢，讓我活出從祢來的喜樂；全心向主獻讚美，因祂為我釘死在各各他，各各他！ 

祂流血我蒙拯救，祂能力我得復興，為祂所成就的，都歸榮耀與神。歸榮耀與真神。 

恩愛詩班獻詩（第三堂）：花㇐點時間向耶穌禱告 

1、當你有難言的憂傷，當微笑也只是偽裝，當你心靈憂傷破碎，花一點時間向耶穌禱告。 

2、當你深感忙碌疲倦，當你充滿疑惑焦慮，當暴風雨掩蔽日頭，花一點時間向耶穌禱告。 

3、未來前途撲朔迷離，人生道路思慮難決，各種難題滿佈前路，花一點時間向耶穌禱告。 

副歌：只有祂能除去你憂傷重擔，告訴祂一切試探你的事， 

祂必供應一切你所需要，花一點時間向耶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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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日 上午 10:00 國中團契 生命故事分享 8.9 日 上午 8:00 舊約：但以理書 拜金像的考驗 
   高中團契 查經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人是誰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與工作 8.3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8.5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活潑常存的盼望 
 

認識自我 8.6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見證分享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人是誰 
  晚 7:00 社青團契 聖經人物(㇐)    信徒造就 B 班 

基要真理 憂慮或信靠 
8.7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讀本好書    

    天路歷程    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 受患難原是命定的 
8.8 六 下午 3:00 週六大專團契 退修會預備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八月查經內容 
路廿 9~18 
路十四 16~24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 
8.2 日 下午 1:30 35 組 405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下午 2:30 18 組 206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8.3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19 組線上  幼稚班 榮光滿會幕  出卅五 4、卅六 7、卅九 32~43、四十 
8.4 二 上午 9:30 7 組 208  低年級 保羅的見證  徒廿四~廿六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新約目錄綜覽  四福音書+使徒行傳 
8.7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高年級 行走火窯中  但三 19~30 

   32 組 B02  34 組 304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8.8 六 下午 1:30 12 組 206    幼稚班 遇見復活主  路廿四 13~35 

     低年級 保羅的見證  徒廿四~廿六 
     中年級 信心的攔阻  太十九 16~24 
     高年級 行走火窯中  但三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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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我心旋律（上） 

 

劉幸枝 

讀經：詩篇 100 篇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興在夏日

的午後，可以跟弟兄姊妹聚集在愛我們

的主的施恩寶座前，用詩歌、聆聽聖言

的宣講來敬拜我們的主，開始之前，我

們先一起低頭做一個禱告：慈悲的阿爸

聖天父，祢是以我們的讚美為寶座的那

位上帝，在時序流轉當中，我們進入了

炎熱的夏日，但我們想念祢是那位帶來

公義日光的主。主啊！因此我們來到我

們聖潔的主面前，我們也以聖潔的衣裳

為裝飾，來到祢面前敬拜，在以下的時

間當中，我們甚願我們的心渴慕祢，我

們甚願祢話進入我們生命當中，成為活

水，來澆灌我們的心田，我們深願我們

的心土被祢來柔軟，並且我們的心土能

夠被祢重整，好讓祢的真道在我們的心

土中可以結實，能夠結出果子，並且這

果子是討祢喜悅的，是能夠來榮耀祢

的，主啊願祢在以下的時間掌管我們整

個聚會過程，願孩子的心思意念言語都

蒙祢悅納，我們這樣的感恩禱告祈求是

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第五世紀的教父奧古斯丁，在他的

名著《懺悔錄》中寫下一句流傳至今的

名言，這句話是說：「我們的心總是渴求

無數的東西，然而只有在祢的裡面我們

的心才能得安息」。相信每一位弟兄姊

妹，我們在認知上都知道我們需要神，

但是我們常常被上帝以外的人事物所吸

引，我們一而再、再而三來到祂面前敬

拜祂，其實是透過上帝的愛再次來觸摸

我們，我們才會明白我們要的到底是甚

麼，我們到底追求的是甚麼。我們發現

敬拜是人的本能，就好像人的本能是需

要愛，我們渴望被愛，甚至我們也會去

愛人，同樣敬拜也是人的本能之一，我

們生命中有一種渴望，就是希望有完美

的理型，或是憧憬來填滿我們心中的空

虛。所以我們一定會尋找敬拜的對象，

透過這個敬拜的對象，我們去模仿祂、

求告祂、追隨祂。我們敬拜的那一位一

定會成為形塑我們的力量，這就是為什

麼撒但在試探耶穌的時候，他要耶穌來

拜他，因為他想要改造耶穌的人性，道

成肉身的耶穌祂是以百分之百的人性在

人間，所以撒旦想要改造耶穌的人性，

要耶穌來拜他。 

真實的敬拜會帶給我們自由，但是

虛假的敬拜會讓人陷入邪情私慾當中，

譬如說你拜對方，為的就是從對方當中

得著好處，所以在民間信仰當中，黑道



 -4-

講 壇 

的人會去拜關公，色情行業的人會去拜

豬八戒，甚至有人提到，賣腳踏車的會

去拜騎單輪的哪吒三太子。所以人敬拜

的是什麼，你會發現他生命中會散發那

一股氣質。我們基督徒和教會也是如

此，縱使我們擔任敬拜團的主領，或是

詩班的資深班員，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或是敬拜的是自我，我們的氣質、樣

子和舉手投足也會成為那樣，即使我們

口口聲聲說我們是基督徒，但是別人是

沒有辦法從我們身上看到基督。但是一

個真正敬拜神的人是不一樣的，你會發

現因著他敬拜的對象，他會越來越像我

們的主耶穌，如果我們敬拜的對象對

了，你就會發現對方的形象在你身上越

來越清晰，林後三 17~18「主就是那靈；

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

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

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

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也就

是，我們常常親近主、敬拜主的人，慢

慢的好像我們看著鏡中的自己，你發現

自己竟然越來越像我們的主，那不是一

件非常美好的事嗎！甚至有人看到你的

時候，發現你的氣質改變了，你越來越

像在聖經中向我們啟示的那位耶穌基

督。 

來到上帝面前敬拜，其實是讓我們

心中的帕子被上帝揭開，好讓祂的榮光

進到我們生命裡頭，所以敬拜是預備我

們跟上帝相遇的精心時刻，也是讓我們

經歷到自由的一刻。過去這個禮拜我們

可能受到一些綑綁，我們被一些事情壓

制，以致於我們愁眉不展，可是每一次

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就要讓我們脫離

轄制、得自由的時刻。我們每一個人都

是上帝創造的樂器，希望你在聽到這句

話的時候，可以發揮你的想像力，你認

為你是怎麼樣的樂器呢？是鋼琴、笛

子、大提琴，還是豎琴？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上帝創造的樂器，當我們敬拜的時

候，就是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讓上

帝調音，因為過去一個禮拜發生的事

情，都會讓我們靈魂走調，讓我們聲音

都變調失常，讓我們靈魂發不出聲音，

甚至出來的聲音是很難聽的。每一次來

到上帝面前敬拜，就是讓上帝來調音，

發出我心旋律，為將來在永恆中的敬拜

做預演。又好像是藉由敬拜，我們挖了

一條渠道，等待天上的活水整個澆灌下

來，透過這個渠道澆灌在我們身上。我

借用宋朝朱熹寫的一句話來跟各位分

享，他在活水庭觀書有一句話說：「半畝

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

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他的心

好像小小的方形池塘，但是這個池塘卻

印照出天上漂亮的雲彩，為什麼呢？因

為我們的內心好像清澈的池塘那樣的澄

清亮潔。為什麼我們能變的乾淨，那是

因為有活水從源頭下來。 

今天我們就透過詩篇 100 篇，穿越

時空，跟詩人一起唱出我心旋律。願神

悅納這篇奉主名講的信息，也悅納我們

以渴慕聆聽聖言，在祂面前所呈現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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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詩篇 100 篇其實是在 93、95 到 99

篇這一系列被稱為耶和華作王詩的後

面，我們單純聽到 100 就覺得這是一個

很棒的數字，有些聖經學者說，詩篇 100

篇就放在耶和華作王詩的結尾，他被視

為這一系列主題詩篇的高潮。整首詩的

第一個動詞就是「歡呼」，最後一個動詞

叫做「稱頌」，所以你發現他以讚美做開

始，以讚美做結束。全世界沒有任何一

個宗教信仰像我們基督教信仰一樣，那

麼喜歡歌唱。我們敬拜當中有詩歌、有

讚美、有禱告，甚至有喝采，因為我們

有值得興高采烈的故事可以拿來慶祝。 

在舊約的時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們

離開埃及，他們過紅海就敬拜讚美，米

利暗女先知在一過紅海之後，就拿著鈴

鼓帶領以色列民敬拜神。所以遠古時

代、舊約時的以色列民是來歡慶上帝的

救贖。在新約我們是歡慶耶穌基督帶領

我們經歷了靈魂上的救贖，也就是走出

靈魂黑暗、進入奇妙的光明。而且為什

麼是在禮拜天，七日的頭一日聚集起來

敬拜神呢？因為七日的頭一日，耶穌基

督復活了，所以我們不是只有復活節才

慶祝耶穌基督復活，而是每一次七日的

頭一日，我們的聚集都是在慶祝，所以

敬拜的人，他歡慶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的能力，臨到我們這些彷彿已死的人，

好叫那復活的能力再次甦醒我們。所以

每一次敬拜就是一次的 celebration（歡

慶），我們歡慶上帝的創造、歡慶祂的救

恩，歡慶我們是上帝的子民，並且歡慶

我們是有盼望的群體。（下期待續） 

 
 

本堂上主日(7/26)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37,020 元 

按月奉獻(59 筆) 321,200 元 

建堂奉獻(3 筆) 5,200 元 

感恩奉獻(24 筆) 76,400 元 

其它奉獻(1 筆) 2,000 元 

差傳奉獻(15 筆) 85,700 元 

代轉贈與(4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面對國際疫情再升溫，求主施恩憐憫，政府

與國人能小心應對不輕忽；疫病用藥、疫苗

順利研發上市，求主眷顧與保守。 

□ 台灣百姓能選賢與能；政黨不落入惡鬥；政

府能興利除弊、齊心為民制定好政策；有智

慧面對中美二大強權之間的紛爭，不成為國

際勢力較勁的棋子，台灣百姓能免受災難。 

□ 長傳教執同工身心靈健壯，為教會守望禱

告，並有愛心牧養關顧弟兄姊妹，扶持軟弱

有需要的肢體。 

□ 為兒童主日學新進同工實習、未來小學組人

力調整、8 月底核心同工事工策劃會、各級

升班銜接禱告。老師們在備課、關懷、牧養

各方面，有從神而來的智慧、愛心、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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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列王紀下 

8／3 一  列王紀下五章 1~8  乃縵尋求以利沙醫治 

一、乃縵有什麼令人羨慕的？有什麼缺憾痛苦？小女子提出什麼建議？她有什麼信

念？我羨慕榮華富貴，或知人總有缺憾痛苦？我相信神能解決難題嗎？ 

答：乃縵是亞蘭王的元帥，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

痲瘋。小女子建議他去找撒瑪利亞的先知，並確信他必得醫治。 

二、以色列王接到信，有什麼反應？以利沙聽見，怎樣處理？困難臨到，我看到的

是人的惡意，或是神彰顯能力的機會？ 

答：以色列王撕裂衣服，認為這是亞蘭王趁機攻擊他，因他無法使大痲瘋好起來。

以利沙打發人去見王，告之可使乃縵來找他，使之曉得以色列中有先知。 

 

8／4 二  列王紀下五章 9~14  乃縵大痲瘋得潔淨 

一、乃縵為什麼氣忿忿地離開？我因人的不尊重生氣嗎？參箴十四 17、29。 

答：乃縵想自己是元帥，君王都尊重；以利沙應出面為他求告，治好大痲瘋。但他

只派人傳話，大馬色的河水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為什麼要在約但河沐浴。 

二、僕人怎樣勸乃縵？乃縵怎樣得潔淨？我一意孤行或接受建議，從善如流？  

答：僕人勸他，若先知吩咐大事，他都一定會去作，何況這只是去沐浴呢。乃縵接

受，順服先知去約但河沐浴七次。他的肉就復原像小孩子的肉一般。 

 

8／5 三  列王紀下五章 15~19  乃縵應允只獻祭與耶和華 

一、乃縵得醫治後，有什麼改變？為什麼以利沙不接受禮物？他再提出什麼要求？

我知恩，感恩嗎？我堅持為神而作，不求回報嗎？ 

答：乃縵去見以利沙，謙卑贈禮；並宣告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以利沙

要使乃縵認識醫治是耶和華所賜的恩典，而非偶像的利益交換。乃縵請賜兩騾

子馱的土，並應允只獻祭與耶和華，不再獻祭與別神。  

二、v18 乃縵有什麼苦衷？以利沙怎樣回答？我願盡力按神的話去作嗎？  

答：他主人進臨門廟叩拜的時候，他必須陪著屈身叩拜。以利沙了解乃縵真心敬拜

耶和華，但還沒有到為信仰受苦或犧牲的程度；就應允他，平安回去。參但三

18、路十二 48、腓三 16。 

 

8／6 四  列王紀下五章 20~27  基哈西貪財受懲罰 

一、基哈西看見以利沙的廉潔，心裡想什麼？他去作什麼？我羨慕廉潔或容許貪念？

我拒絕一切惡念，不給撒但任何機會嗎？參約十三 2、箴四 23、一 9。 

答：基哈西決心從乃縵得禮物。他就追趕乃縵，把所得的銀子和衣服藏在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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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二、以利沙問基哈西什麼問題？基哈西為何說謊？他受到什麼懲罰？為什麼？我敬

畏神，持守聖潔嗎？  

答：以利沙問基哈西從哪裡來。基哈西怕禮物的事曝光，就說謊。乃縵的大痲瘋必

沾染基哈西和他後裔一直到永遠。因為他公然說謊，貪圖財物，明知故犯。 

 

8／7 五  列王紀下六章 1~7  以利沙讓斧子浮上水面 

一、先知門徒有什麼困難？他們提出什麼建議？又向以利沙提出什麼要求？我積極

解決生活中的大小困難嗎？我求神的同在嗎？ 

答：先知門徒所住的地方過於窄小。他們建議各人往約但河去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

居住。有一人又請求以利沙和他們同去。 

二、砍樹時，發生什麼意外？這人怎樣處理？結果如何？意外發生，我禱告，按神

帶領解決嗎？林後十二 9。 

答：砍樹時，有一人的斧頭掉在水裡。他就呼叫以利沙，並說明這斧子是借的。以

利沙砍了根木頭拋在水裡，斧頭漂上來，那人就伸手拿起來了。 

 

8／8 六  列王紀下六章 8~17  以利沙安慰僕人有神保護 

一、為什麼以色列人沒有陷入亞蘭人設的陷阱？亞蘭王有什麼感受？我順從聖靈，

遠離錯誤陷阱嗎？ 

答：神人打發人告訴以色列王要謹慎，不要經過某處。以色列王差人窺探神人所告

訴所警戒的地方，就防備未受其害，不只一兩次。亞蘭王因此驚疑。 

二、亞蘭軍圍城，僕人有什麼反應？以利沙怎樣安慰僕人？他怎樣禱告？在危難中，

我信靠神的保護嗎？我安慰受驚嚇的人嗎？參鴻一 7。  

答：僕人驚慌不知該怎樣行才好。以利沙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

同在的更多。以利沙求耶和華開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  

 

8／9 日  列王紀下六章 18~23  以利沙禱告神，敵軍回去不再犯境 

一、以利沙求什麼？帶亞蘭人到哪裡？危機中，我按神心意禱告，解決難題嗎？ 

答：以利沙求使亞蘭人的眼目昏迷；又帶他們到撒瑪利亞城內；再求耶和華使他們

看見。戰爭中，欺敵是公認的規則。所以，以利沙欺敵不是犯罪。 

二、以色列王想作什麼？以利沙認為如何？王順從，結果如何？我明白神的心意，

相信並且順從嗎？參太五 44。 

答：以色列王想擊殺他們。以利沙認為不可擊殺，反要供給他們飲食，放他們回去。

以色列王順從，亞蘭軍就不再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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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差傳協會】看見越南 心繫穆民 深耕泰國 

【台灣外籍移工】 

因著疫情許多作歐美生意的工廠沒有訂單，開始放無薪假或不加班，使得勞工

收入銳減。有些適逢可以休假返鄉的勞工，也不敢回去，一方面飛機停飛，另一方

面兩地都有 14 天隔離的要求，需要花一筆隔離食宿的費用，還有額外的返鄉車費。

在台移工教會除了更多網路上的關懷，也鼓勵弟兄姊妹趁機會更多親近神，推動了

讀經的運動，這段期間有許多人加入，他們也分享了因著讀經生命中的改變。求主

賜恩在疫情期間，弟兄姊妹有機會更加親近主，讓他們藉著讀經明白：主的話語比

財富更加寶貴。 

1、為在台的外籍移工禱告，讓他們有機會認識耶穌，接受耶穌為他們人生的救主。 

2、求神得著在台移工的心，讓他們接受賜人豐盛的耶穌，比世上的財寶更可貴。 

【心繫穆民】 

今年 4/24-5/23 是穆斯林的齋戒月，5/24 是開齋節。按照慣例，開齋節這天是要

到清真寺一起禱告，才能免除過往一年的罪惡。因著肺炎疫情，各個國家都有禁止

群聚的政策，使得穆民只能在家祈禱，他們覺得好可惜，失去了免除一年罪惡的機

會。有些國家的穆斯林，沒遵守禁令仍到清真寺祈禱，因此感染了新冠肺炎，還有

人得病後仍不願被隔離，使得疫情更加擴散。台灣因疫情控制得宜，可以舉辦開齋

節及印尼新年，使得許多在台灣的印尼籍移工感到很開心，他們也為自己在印尼的

家人擔憂。願他們藉著禁食為自己贖罪時，有機會認識真的能赦免人一切罪孽的獨

一真神。 

1、穆民期望自己的罪得赦免，為他們認識真正能赦罪的獨一真神禱告。 

2、許多穆民因目前無藥物而對疫情很害怕，為他們有機會認識最偉大的醫師耶穌，

並願意悔改跟隨祂禱告。 

【深耕泰國】 

感謝神的恩典，疫情忽然來到，有許多變動及不便，但期間看見神的恩典滿滿。

因著泰國頒布緊急命令，教會不能實體崇拜，我們便開始網路直播。雖然我們的主

日直播看似對本地的肢體用處不大，卻扶持了在遠方工作的弟兄。因著全國停止了

崇拜，有機構就釋出泰文的兒主教材，除了戒嚴時期讓孩童可在家觀看，還可以幫

助我們未來兒主老師方便備課。因著買不到口罩，請教會肢體製作布口罩，除了排

解肢體閒賦在家的時間，我們還能用來敦親睦鄰，拜訪探望有需要的社區長輩，讓

更多清萊居民能認識福泰禮拜堂，願這疫情使鄰舍對基督教會及基督徒的好感增

加，未來願意受邀來參加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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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1、為福泰禮拜堂能順利恢復實體聚會感恩，求主引領弟兄姊妹回來參加崇拜，並能

吸引慕道友一同來認識真神。 

2、為福泰禮拜堂藉著疫情送口罩及物資給鄰舍，能開啟與鄰舍的互動禱告，願泰國

人不是只得到物資，而能得到賜人豐富的獨一真神。 

【差傳協會】 

1、為宣教士石榮英、黃靜兒、賴建超、陳淑娟、徐葳葳、林婷、賴明芳、劉娜娜、

沐撒、家美，與泰國當地同工曹挪亞、車香梅夫婦：與神有美好關係、身心健康、

對工場的快速變化有良好適應並開展出好的人際關係、事奉有力，蒙主引導。 

2、至 2020 年 6 月底止累計不足 81 萬多元，為 2020 年經常費預算 1,450 萬，求主在

眾堂肢體中作感動，使宣教士供給及事工費能足夠。 

2020 年 6 月份財務報告 

上月結存 -1,087,041 累計收入 5,169,399 

本月收入 727,550 累計支出 5,982,795 

本月支出 453,905 奉獻達成率 36.5% 

本月累計結存 -813,396 奉獻應達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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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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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

樂。（箴言廿三章 25 節）  

綜合消息： 

夏季洗禮：8/23 舉行，凡清楚重生得救者，

請至服務台索取表格報名。（8/9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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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實體聚會 

防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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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場地時，須開門窗保持空氣流通。 

◎使用場地後消毒環境。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8/13（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林維政弟兄主講：腳下總是有路，歡

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信徒聚會：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8/3 明天 10:00 在新安

301 室舉行，歡迎參加。 

 

信望愛禱告操練：學習用聖經經文分組禱

告，今天 13:00 在 205 教室，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8/9 下主日 14:00 在南京堂 205

室，由莊舒華傳道主講：遇見 Z 世代—跨

代、累代、多世代：我們正在面對的福音挑

戰。歡迎家庭參加。 

聚會時間調整：大專團契八月起，聚會調整

為每週六 15:00-17:30 在新安 B01 教室。 

0～6 歲幼兒的爸爸 

一起來 Men’s Talk 

主題：爸爸如何參與育兒育女 

時間：下主日 8/9 早上 11:00~12:00 

地點：402 室 

對象：0～6 歲幼兒的爸爸 

帶領者：陳志豪弟兄 

服事徵召： 

聖誕節獻詩班員徵召：每週一晚 7:30~9:30
在新安大堂練習，8:00~8:30 練彌賽亞選曲，

有意參與獻詩者，需會看五線譜；有詩班經

驗者；或曾獻唱過彌賽亞神劇者，請聯絡羅

皓恩姊妹 0910-950-987。 

肢體消息： 

安息：許麒雄弟兄（許玉琴姊妹的父親）7/22

安息主懷，8/5 本週三 10:00 第二殯儀館至善

三廳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們的心。 

安息：葉林麗卿姊妹（葉逸寧姊妹的母親）

7/26 安息主懷，8/5 本週三 10:00 第二殯儀

館至善四廳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們

的心。 

祝每位爸爸們： 
父親節快樂！ 
主恩滿溢！ 
喜樂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