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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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  第 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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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讚美 2  讚美 7 
禱告…  莊舒華  吳千姬  何智祥  曾美惠  范曉恬 

獻詩…  祂是愛我    主慈愛配得讚美 
啟應…  詩 87 篇  詩 87 篇  詩 32 篇  詩 32 篇  詩 103 篇 

頌讚…  讚美 398  讚美 398  讚美 63  讚美 63  讚美 330 

讀經…  創廿二 1~19 創廿二 1~19 可十四 22~26 可十四 22~26 啟三 14~22 

講題…  同行、獻上 同行、獻上 我們傳揚基督的理由 我們傳揚基督的理由 凡我所疼愛的 
證道…  梁守道  梁守道  王寓文  王寓文  唐立權 

頌讚…  讚美 387  讚美 387  讚美 334  讚美 334  讚美 133 

祝禱…  梁守道  梁守道  王寓文  王寓文  唐立權 

司琴…  施慧慈  凌旺楨  施心玫  林奇恩  林貝蓁 

招待…  王若軒  林春梅  白宏文  王瑞欽  王麗華 

  張秀玉  梁美玉  陳志宏  汪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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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裕一  王裕一  范大陵  范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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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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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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愛我 
求主指導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叫我得著智慧的心。 
不要像那無知的財主，雖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 
求主指導我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使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不要像虛假的法利賽人，雖然口顯仁義，心裡面卻是，任意妄為。（接◎） 
求主指導我體會基督對我的慈愛，讓我也有愛人的心。 
不要像那十架的仇敵，服事自己的肚腹，對世人沉淪，卻不眷顧。（接◎）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上帝在我裡面活著。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祂是愛我。（反覆） 

恩愛詩班獻詩（第三堂）：主慈愛配得讚美 

主祢敞開天上的門戶，沛然降下恩雨。穹蒼向我彰顯祢恩慈。代代相傳，顯明祢美意。 
今我地土收成極豐富，是主從天賜福。我們同心合意稱謝祢。心存感恩在主裡歡欣！ 
◎祢慈愛配得讚美，配得世人同稱謝！我心感謝來敬拜祢！祢的大愛，誠然配得讚美！ 
祢以永恆不變的信實，歡喜供我所需。我見祢手行奇妙作為。一切美好成就祢旨意！（接◎） 
我們心口合一，同聲來讚美祢。向祢獻上感恩讚美的歌。大能引領我，在身旁保守我！ 
基督救贖主，永遠得稱頌！（接◎）救主的大愛誠然配得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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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國中、高中 獻詩彩排 11.8 日 上午 8:00 舊約：但以理書 七十個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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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傳揚福音 11.4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11.5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見證分享    靈命進深班 

活在愛中 
 

聖經婚姻觀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晚 7:00 社青團契 聖經人物（四）底坡拉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人是誰 

11.6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宣教關懷    信徒造就 B 班 
聖徒言行 基督徒與工作 

   雅音詩班 練詩    
11.7 六 下午 3:00 週六大專團契 宣教士分享    新約：帖後、提前 要安靜作工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十㇐月查經內容 

路十六 1~14 
路十六 19~31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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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 晚 7:30 16 組新安 301  蔡秀美  幼稚班 所羅門求智慧  王上三、四 29~34 
11.3 二 上午 9:30 7 組 208  低年級 上帝填滿需要  王上十七 7~16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喇合與探子  書二 
11.6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高年級 拉班立約  創卅㇐ 17~44 

   32 組 B02  34 組 304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11.7 六 下午 2:00 高幼蘭  幼稚班 宣教到撒瑪利亞  徒八 1~25 

  下午 2:30 17 組 207  低年級 上帝填滿需要  王上十七 7~16 
  下午 3:00 14 組 204  24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潔淨如雪  約壹㇐ 5~9 
     高年級 拉班立約  創卅㇐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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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再思十字架（一） 

 

王良玉 

讀經：加拉太書五章 1~12 節

今天我們來思想這個主題「再思十

字架」，當我們想到十字架的時候，首先

會想到什麼呢？十字架跟基督徒有密切

的關係，加拉太書二 20「祂是愛我，為

我捨己」，這是新約裏個人化救恩的描

述；以弗所書五 25「基督愛教會，為教

會捨己」，這是群體的、教會的。我們想

到十字架時，會想到十字架原來是一個

刑具，不認識主的朋友們也喜歡掛十字

架的項鏈，沒有想掛電椅或手槍當作裝

飾。十字架也是救人的記號，十字架原

來是個刑具，避之唯恐不及，現在竟然

變成救人的記號，一定在十字架上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事情。 

我們知道是我們的主耶穌曾經在十

字架上為我們捨了自己。十字架表達神

的公義，同時也表達出神的慈愛，上帝

的公義和慈愛集合在十字架上，耶穌為

我們捨己，用祂救贖的恩典，帶領我們

出黑暗入光明。我記得有一次，教會在

十二月初舉行聯合差傳年會，那年的培

靈講員是吳勇長老，他在講講題時，跟

十字架有關，他的聲音有一點哽咽，那

次我印象滿深刻的。隔年一月初時，門

訓邀請吳勇長老於週會時講道，他也是

講關乎救恩的事情，這次他拿手帕出來

擦眼淚，他哭了，這兩次證道內容我沒

有辦法記得清楚。不過每次聽道都會記

筆記，筆記中我寫著「一個人當他想到

十字架，講到十字架、耶穌、救恩時，

他會哽咽流淚，他跟主的關係應該非常

親密。」我寫下了這樣的話。 

十字架跟我的關係，就是我知道祂

是愛我，為我捨己，在今天的經文中，

我們要看到保羅對加拉太教會，也就是

他第一次宣教旅行時所建立的教會的提

醒，甚至是著急所講出來的話，講到律

法及福音的關係，在加拉太書五章 11 節

經文中有句話「十字架討厭的地方」，這

是保羅神學重要的觀念，他原先是希伯

來中的希伯來人，他在迦瑪列門下受

教，律法對保羅是無可指摘，但是之後

保羅認識了主，整個人就不一樣了。「討

厭的地方」事實上只有合和本這樣翻

譯，因為新譯本已經翻為「十字架絆倒

人的地方」，討厭的地方是指障礙、陷阱

或使人犯罪角落的誘惑，典型的用法是

「使人反感」，十字架讓人反感，我對十

字架覺得很親密、親切，怎麼會讓人反

感呢？有！十字架讓人反感，新譯本翻

成十字架絆倒人的地方，我碰到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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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候我就倒下去了，我沒辦法，我過不了

關了，什麼人跌倒、過不了關呢？猶太

人被絆倒了，在舊約時上帝應許祂的子

民，將來有一位受膏者就是基督要來到

世上，以色列人有一種錯誤的彌賽亞

觀，所謂政治性的彌賽亞，因為他們漂

泊，受很多的苦，所以他們很盼望有一

位像大衛一樣，可以恢復大衛王朝的豐

功偉業。他們盼望這樣一位彌賽亞，這

樣一位基督耶穌來，說祂是神的兒子，

祂就是基督，但是彌賽亞怎麼可能悲悲

慘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不可能的事

情，這麼悲慘被當罪犯，猶太人誤解了，

因為耶穌基督第一次來的時候是受苦的

人子、卑微的人子，當祂第二次來的時

候，祂是榮耀的人子，帶著千萬聖者降

臨的人子，猶太人誤解以後就沒辦法接

受了，就被絆倒了；羅馬帝國的人也被

絆倒了，這是個罪犯，竟然被稱為王，

天底下只有凱撒是王，當耶穌被釘十字

架時，旁邊還有二個強盜，只有耶穌的

十字架上是有牌子，用希伯來文、拉丁

文、希臘文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非

常非常的清楚，對羅馬帝國的人來講，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一件事，最重要的是

祂是個罪犯，結果祂被人稱為王，他們

就跌倒了，沒有辦法信得過。 

事實上十字架徹底否決了人的一切

善行，十字架談的是捨己，對基督徒來

講，我們也會覺得有一點麻煩，特別對

還不認識主的朋友也是如此，總是希望

用自己所做的來換，白白的恩典我沒辦

法，我們總要做一點，好像要在耶穌的

救恩上再加一點自己所做的，領受起來

比較合意一點。這些觀念其實都是錯誤

的，所以翻成「十字架討厭的地方」。當

我們思想到福音時，其實我們應該了

解，福音是神在基督裏成就了什麼，而

不是有罪的人做了些什麼。我們把這觀

念翻轉過來就好了，不是我來做，是我

做不了，我再怎麼做都沒辦法在耶穌的

救恩上加上一筆功勞，然後說這是我

的，這是沒辦法的。所以十字架徹底否

決、抺煞了人一切的天賦才能，的確是

這樣，因為在上帝的標準之下，我們是

達不到標，但是在基督的恩典當中卻是

百分百的成就，福音是神在基督裏做了

什麼，耶穌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話，第六

句話就是「成了」，祂為我們成就了全面

的恩典，而不是我這個有罪的人做了些

什麼，福音這個觀念釐清就沒有問題。

在今天這段經文中，我們從三個方面來

思想： 
一、自由與挾制 

加拉太書五 1「基督釋放了我們，叫

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

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在文法上這是獨

立的一節，承上又啟下是這節的功用，

但是跟下一節沒有任何連接的詞，但在

文意上是承上啟下，因為前面已經講了

四章的真理及要義，所以要把前面講的

及後面要講的連在一起，所以這是獨立

的一節，在這一節我看到挾制、看到釋

放，你被挾制就沒有自由了，你釋放就

有自由了，所以在第一節保羅提醒信

徒，約八 32「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

叫你們得以自由。」我要曉得、明白真

理才能得到自由，真理就是神的道，神

的話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穌自己，

因為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祂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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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白了真理就可以脫離挾制，

得以釋放得著自由，在不認識主的時

候，很多人受到各式各樣的挾制，如拜

偶像這就是一個挾制，或者看風水、算

命，寧可信其有來改運、改命，信了以

後就沒辦法脫離了，脫離之後就怕會遇

到什麼樣的災難。我們教會有一個姊

妹，在台大側門對面有個麥當勞，她在

那裏帶領一位太太信主，那位太太是雜

誌社的編輯，是一個知識份子，在跟她

傳福音時發現她是受捆綁的，她的健康

出了問題，生活上有一些不順利的事，

就去看風水，風水先生就到她家去看

看，就建議她搬家，事實上她沒有辦法

搬家，只好退而求其次，建議她晚上睡

覺時不要睡自己的床，對著方位睡在房

間的地板上，這樣可能可以解厄，在跟

她傳福音時，她已經睡在地板上二年

了，我們可能覺得這個很荒謬，但是她

寧可信其有，因為她受了挾制、捆綁，

她後來自己做見證說：真的太好了，信

了耶穌我終於可以睡床了。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但許多人就是

這樣，跟受教育多少沒有什麼關係，只

是心已經被捆綁，很多人是在這樣的光

景當中。或者金錢、名利、情慾各種的

捆綁，甚至犧牲家庭的幸福，為了追求

所要的東西，身體的健康，或者賭博、

吸毒、電玩很多上癮的東西，這些也都

是捆綁，從外面看起這些挾制，是非常

深非常強，所以我們會聽到一些見證就

很感恩，因為信了耶穌，信了福音，然

後得到了拯救。有人說這些我都沒有，

我其實是滿好的一個人，平常也做的不

錯，這種人也需要救恩，其實我們常常

被自己捆綁、挾制，被自己的思想、個

性所挾制，很多時候我也是在這種光景

中不得自由。（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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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10/25)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2,000 元 

按月奉獻(46 筆) 242,600 元 

建堂奉獻(2 筆) 9,000 元 

感恩奉獻(33 筆) 70,800 元 

差傳奉獻(13 筆) 59,500 元 

代轉贈與(1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願主聖靈充滿成主老師，有教導的智慧和能

力，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同學渴慕真理，

按時上課，有屬靈悟性明白並遵行神的話。 

□ 主日講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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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長傳教執同工身體健康，靈修好收穫，敬虔

愛主，順從聖靈；凡事從心裡作，像是為主

作的。 

□ 國小國中陪讀班這學期新同學能適應，品

格、生活及態度能被調整，求神給老師們有

耐性、智慧面對及處理。求神開啟學生的

心，聖經課程、靈修時間及心管時間，神的

話語進入心中，成為學生的幫助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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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列王紀下 

11／2 一  列王紀下廿二章 1~7  約西亞堅持行義 

一、約西亞登基時幾歲？作王幾年？一生行事如何？我一生行義，堅持義行嗎？ 

答：約西亞登基時八歲，作王 31 年。他一生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行他祖大衛

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雖然他的祖父和父親都行惡，他卻堅持行義。 

二、v3 約西亞要求什麼事？怎樣對待辦事的人？我誠實可靠，拒絕不義之財嗎？ 

答：約西亞要求修理聖殿。大祭司將銀子交與辦事的人，不與他們算帳，因他們辦

事誠實。 

 

11／3 二  列王紀下廿二章 8~13  王撕裂衣服回應神 

一、大祭司得到了什麼？當時沙番有什麼反應？進一步作什麼？我常讀聖經嗎？ 

答：大祭司得了律法書，遞給沙番。沙番就看了，並在王面前讀律法書。  

二、王怎樣回應律法書的話？吩咐祭司等人作什麼？我敬畏主，不敢得罪主嗎？  

答：王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等人去求問耶和華，因為列祖沒有聽從律法書而行，

耶和華就大發烈怒。 

 

11／4 三  列王紀下廿二章 14~20  自卑敬服神，必蒙平安 

一、祭司們去見誰？我有難題，謙卑請教屬靈長輩或相關的人嗎？ 

答：祭司們就去見女先知戶勒大，請問於她。  

二、v16 耶和華必怎樣行？為什麼？約西亞未來如何？為什麼？我為罪憂傷嗎？  

答：耶和華必照書上的話降禍，因為他們離棄耶和華，向別神燒香，惹耶和華發怒。

但約西亞敬服耶和華，在祂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哭泣；必平安，不遭禍。 

 

11／5 四  列王紀下廿三章 1~3  眾民服從神的約言 

一、v1、2 約西亞找哪些人來，到哪裡？作什麼？我樂意傳講聖經真理嗎？ 

答：約西亞招聚猶大和耶路撒冷眾長老、猶大眾人、耶路撒冷居民、祭司、先知和

所有的百姓無論大小，都一同上耶和華的殿，把約書念給他們聽。  

二、王怎樣立約？眾民怎樣回應？我立志盡心遵行神的話，成為榜樣嗎？ 

答：王站在聖殿的柱旁，要盡心盡性順從耶和華，遵守祂的誡命、法度、律例，成

就這書上所記的約言。眾民都服從這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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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11／6 五  列王紀下廿三章 4~14  潔淨聖殿，除去偶像 

一、v4~9 約西亞怎樣除去偶像？我盡力除去一切神不喜悅的事嗎？ 

答：王吩咐大祭司和副祭司、並把門的，將耶和華殿裡為巴力、亞舍拉、天上萬象

所造的器皿和偶像都焚燒成灰；拆毀孌童的屋子及城門旁的邱壇。又污穢燒香

的邱壇，從迦巴到別是巴；廢去拜偶像的祭司和向偶像燒香的人。 

二、v10~14 約西亞進一步怎樣除去偶像？前人的錯誤或罪惡，我勇於除去嗎？  

答：他污穢欣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許人在那裡經火；將猶大列王向日頭所獻的馬廢

去，焚燒日車；又拆毀亞哈斯、瑪拿西所築的壇；污穢所羅門在邪僻山為偶像

築的邱壇，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將人的骨頭充滿那地方。 

 

11／7 六  列王紀下廿三章 15~20  廢去邱壇，拆毀焚燒 

一、伯特利的壇是怎樣的壇？約西亞怎樣處理？我相信罪惡終久必被除滅嗎？ 

答：這壇為耶羅波安所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約西亞拆毀焚燒，打碎成灰。 

二、v17 約西亞怎樣處理神人及撒瑪利亞先知的骸骨？怎樣處理撒瑪利亞的殿及邱

壇？我相信義人必得眷顧嗎？我確信神所說的話必一一實現嗎？ 

答：約西亞沒有移動他們的骸骨，但廢去撒瑪利亞的殿和邱壇，拆毀焚燒。他又將

邱壇的祭司都殺在壇上，並在壇上燒人的骨頭。參王上十三 1~32。 

 

11／8 日  列王紀下廿三章 21~30  盡心盡性遵守神的律法 

一、約西亞怎樣遵守律法？v25 遵守到什麼程度？我盡心盡力遵行神的話嗎？ 

答：他吩咐百姓按約書所寫的守逾越節。v25 他又除去猶大和耶路撒冷有交鬼的、行

巫術的，並家中的神像、偶像和一切可憎之物。他盡心盡性遵守一切律法。 

二、v26 為什麼耶和華的怒氣不止息？將有什麼結果？約西亞如何離世？末日必有主

公義威嚴的審判，我敬虔度日嗎？啟二十 11、12。 

答：因瑪拿西諸事惹動耶和華。猶大人必被趕出去，如同以色列人一樣。約西亞去

抵擋法老王尼哥，被法老所殺。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 

就當遵祂而行，在祂裡面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歌羅西書二章 6-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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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穩，有豐盛的

救恩，並智慧和知識；你以敬畏耶和華為至

寶。（以賽亞書卅三章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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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聖經神學講座 

申命記—建立新世代 

時間：11/14（週六）9:00~12:00 

講員：賴建國長老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當天將開放直播 

綜合消息： 

長老傳道執事聯席會議：今天 14:30 在南京

堂 205 室舉行，請長執傳道、同工參加。 

聖誕節洗禮：12/13 舉行，凡清楚重生得救

者，請洽服務台報名。（11/29 截止）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 2021 年度信心認獻：請

您按感動填寫認獻卡，投入奉獻箱。 

個人談道訓練：11/8（下主日）14:30~17:00

南京堂 301 室，由高頌慈傳道授課指導：「個

人得救見證」60 分鐘、「福音橋」90 分鐘，

邀請踴躍参加，接受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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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1/12（週四）19:30 在南

京堂，由蔣孟潮弟兄主講：「古羅馬帝國與

早期基督教」，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信徒聚會： 

伉儷團契：11/8 下主日 14:00 南京堂 205 室，

主題：「保羅織帳篷、彼得捕魚，那你呢？」，

歡迎各家庭參加。 

姊妹會按月禱告會：11/2 明天上午 10:00 在

新安 301 室舉行，請姊妹們參加。 

零歲親職讀書會：11/15、22、29 主日 11:00

～12:00 在 402 室。歡迎準、新手父母參加，

報名：主日請洽搖籃班楊玲美姊妹。 

2020 兒主聖誕劇成員招募 

您願意用戲劇服事上帝嗎？ 

活動：12/19（週六）14:30~16:00 在大堂 

對象：國小 1~6 年學童 

訓練：11/1～12/13 主日

11:00~12:00 在 403 教室 

規定要求：服事訓練期

間盡量出席，依據配合 

與出席狀況安排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