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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1953 年 6 月 14 日獻堂 

 

2021 年 1 月 10 日  第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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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讚美 267  讚美 16  讚美 16  讚美 15 
禱告…  包康寧  凌旺楨  何智祥  章竣升  詹啟聖 

獻詩…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啟應…  詩 20 篇  詩 20 篇  詩 121 篇 詩 121 篇 詩 42 篇 

頌讚…  讚美 389  讚美 389  讚美 250  讚美 250  讚美 248 

讀經…  可十二 41~44 可十二 41~44 詩 124 篇 詩 124 篇 腓四 4~7 

講題…  錢會說話 錢會說話 救我脫離捕鳥人的網羅 活出喜樂的生命 
證道…  杜榮華  杜榮華  劉幸枝  劉幸枝  鄧光中 

頌讚…  讚美 385  讚美 385  讚美 301  讚美 301  讚美 290 

祝禱…  杜榮華  杜榮華  劉幸枝  劉幸枝  鄧光中 

司琴…  施慧慈  王心芝  許中玫  柳百珊  劉立薰 

招待…  趙士瑜  簡練青女 周美汝  留三佳  林瑞玉 

  楊慶芳  楊雅文  李宛真  謝志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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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莊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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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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光明；在憂愁之處播歡愉。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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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讀書分享—學習與信仰 1 1.17 日 上午 8:00 舊約：何西阿書 再娶那淫婦 

   青少年聚會 高中: 讀書分享—學習與信仰 2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理性良心與信仰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教會生活 如何禱告 1.11 ㇐ 晚 7:30 教會詩班 練詩    
1.13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向下扎根 
 

細嚼慢嚥 1.14 四 上午 10:00 活水團契 健康講座    
  下午 2:00 姊妹會 證道    聖經導論：摩西五經 立約與救贖 
  晚 7:00 社青團契 系統神學主題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理性良心與信仰 
    認識神學    信徒造就 B 班 

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 抵擋魔鬼 
1.15 五 晚 7:30 佳美團契 新年感恩見證    

   雅音詩班 練詩    新約：提摩太前書 感謝著領受 
1.16 六 下午 3:00 週六大專團契 期末感恩聚會   下午 1:00 尋真講座 特殊啟示：以色列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月查經內容 

拿㇐ 1~16 
拿㇐ 17~二 10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 
1.10 日 中午 12:30 33 組 405 今日  兒童主日學 內容 

  下午 1:30 1 組 402 上午 9:3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幼稚班 兩位復興聖殿的王  代下廿九、王下廿二~廿三 

1.11 ㇐ 晚 7:30 15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起同心合力  尼三~四、六 1~16 
1.12 二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中年級 以利亞求死  王上十九 1~18 

  晚 7:30 11 組 石⾧豐  高年級 約瑟彩衣  創卅七 1~11 
1.15 五 晚 7:30 新安:9 組 303  26 組 305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新安:32 組 B02  34 組 304  幼稚班 天使救彼得出獄  徒十二 1~19 
1.16 六 下午 2:00 13 組 高幼蘭  低年級 ㇐起同心合力  尼三~四、六 1~16 

  下午 2:30 17 組 207  中年級 我要服事  約十三 1~17 
  下午 3:00 14 組 204 程玲玲 24 組新安 301  高年級 約瑟彩衣  創卅七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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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你愛你的鄰舍嗎？（二） 

 

汪川生 

讀經：路加福音十章 25~37 節

另外一個是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講到人與人之間的愛，人應該怎麼愛

人，如果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基督教

真理的核心，我們就要承認這二個比喻

就是來講解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這段經

文是耶穌跟一個律法師對於最大誡命的

對話，這個律法師是明知故問，經文一

開始就講這個律法師要試探耶穌，他不

是真的到耶穌面前求教，他明知故問。

耶穌反問他律法上怎麼說的，他馬上對

答如流，所以他並不是不知道這個問

題，不過這個律法師顯然對上帝最大的

命令，只是了解表象，對其精神並不了

解，如果他真的了解，就不會這樣試探

耶穌。 

耶穌怎麼回應律法師的挑釁、試

探？耶穌從一個比喻講起，耶穌沒有告

訴他一大堆的緣由，我們的主實在是有

智慧，很簡單的講了一個比喻，講完這

個比喻，反過來問律法師一個無法逃避

的問題「誰是那個人的鄰舍」。當我們仔

細來看這個比喻，一定會發現這個比喻

非常的特別，他的情節非常的特別，人

物非常的特別，耶穌使用的人物絕對有

非常深的含義在裏面，裏面這幾個人

物，一是衝突的身份，二是衝突的關係。 

為什麼是身份的衝突，因為耶穌沒

有講，有一個人或有一個猶太人過去，

而是講有一個祭司和一個利未人過去，

這兩種人其實都是利未人，只不過有一

位階級比較高，祭司是主祭者，另外一

位是利未人，是專門幫助祭司的人。主

耶穌講了這兩種人，祭司或利未人他們

對神的律法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為祭

司本身也兼具有教導律法的責任，民眾

對律法不了解時，一定會來問祭司，獻

祭該怎麼獻，有哪些定規⋯⋯那都是祭司

的責任，祭司懂律法也教律法，但是，

當他經過受傷的人身邊時，他竟然就過

去了，知道、教導律法的卻不行律法，

那位利未人也是一樣，他們都具有這樣

的身份及功能，實際上他們都沒有照著

聖經要求的去做。 

衝突的身份，你的身份跟你所做的

是不一樣的，當然主耶穌也暗示，這個

律法師也是一樣的，教律法卻不知道該

怎麼做。衝突的關係，主耶穌講了一個

撒瑪利亞人，成為受傷的猶太人的拯救

者，我們怎麼知道受傷的是猶太人，經

文沒有寫，我們從他從耶路撒冷下耶利

哥知道他是猶太人，要從耶路撒冷出

來，基本上是猶太人，在耶穌的時代，

外邦人基本上不會跑到耶路撒冷去，那

是實行律法的地方，從耶路撒冷下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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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哥去，這個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其實是

衝突的關係，約翰福音第四章知道，猶

太人跟撒瑪利亞人從來沒有來往，不僅

沒有來往，撒瑪利亞人其實是被猶太人

歧視的人，因為他們一半猶太人血統，

一半是外邦人血統，所以猶太人看不起

他們，簡單說他們在猶太人眼中他們是

雜種，所以他們不跟撒瑪利亞人來往。

撒瑪利亞人在猶太人眼中是沒有尊嚴、

地位被岐視的一種人，竟然撒瑪利亞人

成為受傷猶太人的拯救者，這是一個衝

突的關係。耶穌刻意用這兩種角色，把

愛鄰舍的命令講清楚，從大概的解說

裏，這個比喻對二千的教會來說應該是

一盞明燈，也是解決人類衝突最重要的

比喻和橋樑，今天這個世界充滿了張力

跟衝突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對立，

耶穌這個比喻是非常重要，我們必需回

頭仔細來看這個比喻。 

首先我們要回到開頭的角色，祭司

跟利未，用現在通俗的用語來說，他們

都是聖品階級，是事奉上帝的人，像今

天的牧師、長老或者教會的主教等等，

聖品階級在猶太人中是受尊重的，今天

在教會，牧師、長老也是受尊重的，他

們也是有知識，懂得上帝律法，但是很

奇特的，這個祭司跟利未人都走過去

了，明明看見一個受傷的人，可能那個

傷者在那裏痛苦的說救救我吧，拼出力

量喊住走過去的人，但是這兩個人卻沒

有停下他們的腳步，原因在那裏呢？從

聖經講的經文推測，基本上逃不出二個

理由，一是避免沾染污穢，我們知道神

定規祭司、猶太人不可以摸死屍，祭司

可能想，如果這個在我的懷中死了怎麼

辦，就沾染污穢了，要趕快回家洗澡，

太麻煩了，而且不潔淨到晚上，第一種

理由顯然是自私的，一般人用這種理

由，可能心裏稍微過不去，只是為了個

人不要沾染死屍，有可能，但是可能性

不大，是不是快沒命了，應該是看的出

來的，從後面的撒瑪利亞人膏抹他送到

酒店去，我想那傷沒有到奄奄一息的地

步。第二種比較有可能的理由，有聖殿

的事奉正等著他們，祭司及利未人都是

聖殿的事奉者，祭司是獻祭的，利未人

是幫忙祭司的，如果有聖殿的事奉正等

著，這是一個很屬靈的理由。 

假設我今天來到南京堂的過程中，

到台北還未有高速公路，只有鄉間的小

道，我從路上來的時候，突然看見有一

個人受傷了，我是過來講道呢？還是留

下來幫助他送到醫院？我真的碰過一

次，有一次我從恆春到高雄，到火車站

搭火車，在路上真的看見一輛汽車，在

我眼前一百八十度翻到海裏面，當然我

趕快停下來救他，雖然我差一點趕不上

火車，還是主憐憫，這是有可能遇到。

若我到南京堂講道的過程中真的遇到有

一個急需救助，我可不可說，上帝啊！

這麼多弟兄姊妹要聽我講道，而且我今

天講的道很重要，主啊！請祢原諒我，

我今天以祢的事奉為優先，我趕快趕到

教會去。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我想這

是很正常的，而且充分的理由，我是去

事奉上帝，我想問弟兄姊妹，愛上帝重

要，還是愛人重要，很多人一定說愛上

帝重要，牧師也勉勵我們，禮拜天一定

要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最重要的就是來

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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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講 壇 

利未人或者祭司，他們很可能有一

個很正當的理由，聖殿正在等著我去事

奉，等著我去獻祭，事奉上帝這個理由

那裏不正當，絕對可以讓自己的良心非

常非常平安。十字軍東征不是很正當的

理由嗎？我們要把耶路撒冷奪回來，殺

了多少人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看見聖品

階級的反應。如果我們逆向思考，假設

受傷的是一個撒瑪利亞人，猶太人或者

祭司過去，會是什麼反應呢？那我就平

安了，活該，你們這些與外邦人通婚的

人，這是上帝給你們的懲罰，可能再加

上吐一口口水，這是有可能做的。 
今天我們看到一些外邦人拜拜很迷

信的人，如果他們受傷，我們心中有沒

有一種安慰的感覺，應該受上帝的管

教，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受傷的對象，或

者急需幫助的對象，是我們討厭的人

群，我們討厭的族群，可能我們心裏的

理由就更充分，我們更會找一個屬靈的

理由，來遮蓋上帝原先講好的命令。即

便外邦人、跟你不一樣、你所討厭的，

神是怎麼說的，利未記十九 33-34「若有

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

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

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

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最後一句話，我特別用紅

字標出來，這句話放在結尾，等於是上

帝自己的背書，上帝把這個命令講清

楚，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等於上帝蓋

一個章，上帝蓋章的命令是我們要愛外

邦人如同愛自己，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

邦人，你們要愛他如同自己，在上帝的

眼光中沒有外邦人、本地人的分別，沒

有種族的分別，都是上帝所造的。 
（下期待續） 

 
本堂上主日(1/3)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142,350 元 

按月奉獻(102 筆) 686,530 元 

建堂奉獻(6 筆) 34,400 元 

感恩奉獻(20 筆) 105,000 元 

其它奉獻(1 筆) 3,000 元 

差傳奉獻(28 筆) 99,000 元 

代轉贈與(4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為新冠肺炎已有本土傳染病例，賜衛福部有

智慧防疫措施，使台灣不致受病毒擴散而百

姓染疫；能順利採購疫苗並適時給需要之百

姓施打疫苗防疫；求主保守台灣百姓身體平

安健康。 

□ 為長傳教執及同工身心靈健壯，每日與主同

行，承接主的託付，牧養群羊；為眾弟兄姊

妹，領受主恩與主愛，回應主的呼召，勇敢

分享福音，竭力服事主的家，關心需要的眾

肢體，看見身邊及社區許多未信主的需要。 

□ 為惠林中心新的一年，求神格外保守看顧志

工的身體、心靈及與神的關係。求神憐憫在

寒冬季節，大環境經濟不景氣時，社區部所

關懷的弱勢家庭，家長其工作得以穩定，收

支得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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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詩篇 

1／11 一  詩篇十九篇 1~6 

一、v1、2 諸天、穹蒼在說什麼？我為浩瀚的宇宙，頌讚神創造的偉大嗎？ 

答：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

出知識。 

二、v3、4 怎樣描寫大自然？v5、6 怎樣描寫太陽？我為大自然向神感恩嗎？ 

答：大自然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神卻藉著大自然，把祂創造的智慧和美好傳

遍天下。v5、6 晨曦中，太陽好像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歡然奔路，繞到天那邊，

沒有一物不得他的熱氣。人和動、植物都因太陽出現而生活、成長。 

 

1／12 二  詩篇十九篇 7~14 

一、v7~9 怎樣形容耶和華的言語？v10 有什麼價值和寶貴？我愛慕神的話嗎？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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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

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

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V10 比極多的精金更

可追求羨慕，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 

二、v11 遵行神的話有什麼好處？v12 人有什麼限制？v13、14 大衛祈求什麼？我祈

求常常遵行神的話嗎？我祈求言語和心思蒙神悅納嗎？  

答：受警戒不犯罪，且有大賞賜。v12 人有盲點，不知道自己的錯失，也有隱而未現

的過錯。v13、14 求神攔阻不犯任意妄為的罪，能夠完全，免犯大罪。口中的言

語和心思意念蒙神悅納。 

 

1／13 三  詩篇二十篇 

一、面對強敵，v1 為什麼日子祈禱？v2 祈求耶和華作什麼？v3 悅納什麼？v4 成就

什麼？v5 怎樣得勝？面對強敵，我祈求決心依靠神嗎？ 

答：為遭難的日子祈禱，v2 祈求耶和華從聖所，按祂旨意救助、堅固你。v3 悅納你

的燔祭（獻上自己）v4 成就你一切的籌算，v5 要因神的救恩得勝。 

二、v7（敵）人依靠什麼？我們呢？v8 結果如何？我專心依靠神嗎？  

答：v7 敵人依靠戰車、戰馬。但我們要提耶和華的名，依靠祂。v8 敵人都屈身仆倒，

我們卻起來，立得正直。 

 

1／14 四  詩篇廿一篇 

一、v1 王為什麼歡喜快樂？為什麼讚美神？我因神垂聽禱告，感恩讚美神嗎？ 

答：王因耶和華的能力、救恩歡喜快樂。因為神應允所求，勝過仇敵，戴上精金冠

冕，得著尊榮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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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7 勝利後，王依靠誰？為什麼？v8~10 要怎樣對待仇敵？v11 為什麼如此做？我

除去一切罪惡和惡念嗎？  

答：王依靠神，因為至高者的慈愛必不搖動。v8~10 要搜出一切仇敵，除滅他們和他

們的子孫。v11 因為他們設下惡謀，要加害於王。 

 

1／15 五  詩篇廿二篇 1~10 

一、v1 大衛在痛苦哀求中，有什麼疑問？v2 他已經怎樣禱告？v3~5 疑惑不解中，他

記念什麼？我在痛苦疑惑中，仍記念神過去的作為嗎？ 

答：神離棄他，遠離他，不聽他的哀求。v2 他白日黑夜不住呼求。v3~5 神是聖潔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他的祖宗倚靠神，哀求神，就蒙拯救，不羞愧。 

二、v6 大衛怎樣形容自己？v8 受什麼樣的羞辱？v9、10 在掙扎中，他肯定什麼？在

羞辱掙扎中，我求神使我仍認定祂嗎？  

答：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藐視。v8 被人譏笑：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

華可以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v9、10 在母懷裡，祢就使我

有依靠祢的心，從出母胎，就交在神手中，從母親生我，祢就是我的神。 

 

1／16 六  詩篇廿二篇 11~21 

一、v12~18 大衛向神述說他有什麼痛苦？他有怨天尤人嗎？我向神訴苦嗎？  

答：仇敵好像許多公牛四面困住他，像獅子要撕裂他。他如水被倒出，骨頭都脫了

節，痛苦難當；他的心好像臘熔化，毫無意志心力；精力枯乾，乾渴到舌頭貼

在牙牀上；他的手、腳被扎痛苦，外衣和裡衣被搶奪。 

二、v11、19、20 大衛反覆求什麼？v21 有什麼改變？我堅持禱告，直到改變嗎？  

答：求神不要遠離，求主快來幫助，脫離仇敵、刀劍和威嚇。v21 神已經應允，救他

脫離仇敵。  

 

1／17 日  詩篇廿二篇 22~31 

一、v22 大衛許願作什麼？v23 有什麼呼籲？為什麼？我脫離苦難讚美神嗎？ 

答：要在會中將耶和華的名傳與弟兄，讚美祂。V23 你們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讚美祂。

因為祂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困苦人呼籲的時候，祂就垂聽。 

二、v25 讚美的話從何而來？誰可以得飽足，讚美神？他們的心將如何？我求神賜我

讚美的話嗎？我謙卑尋求神嗎？ 

答：讚美的話從耶和華而來。謙卑尋求耶和華的人必得飽足，讚美祂。他們的心永

遠活著，因為謙卑對神的認識不斷增加，靈命不停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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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代禱事項 

【日本】林婷宣教士 

來不及向您說聲：聖誕快樂，讓我敬祝您新年快

樂、平安！再過幾天即將送這動盪不安的 2020 年，

祈祝大家有從基督而來的真平安！ 

【日本的聖誕季節】 

除了歐美基督教國家之外，我想在非基督教國家

中最有聖誕氣氛的應該是日本吧！日本每年從 11 月

下旬開始，各大城市的熱鬧商圈、觀光景點、車站、

百貨公司、大賣場…，處處可看到裝飾著各式各樣

的聖誕燈飾，也到處可以聽到聖誕歌曲，在冷冷的

冬天裡頻添許多溫馨與浪漫。日本人過聖誕節還有

一個特別的習俗就是吃蛋糕，因此在聖誕季節，常

常看到蛋糕店家前大排長龍等著買蛋糕的人潮。 

在這樣的氣氛中，聖誕節也讓基督徒比較容易邀

請人到教會參加聖誕活動，並可以直接傳講耶穌。

但是，今年因為新冠病毒，許多教會不得不取消聚

會，甚至崇拜也只能線上崇拜，更別說要舉辦的聖

誕聚會了。 

我所配搭的鹽釜教會，以往連續幾年都租借大型

場地舉辦聖誕聚會，今年也被迫停辦。但是，病毒

雖然攔阻了人與人的互動，卻不能阻擋愛的傳播與

福音的大能。既然日本人有聖誕節吃蛋糕的習俗，

我們就鼓勵弟兄姊妹在家舉辦聖誕會與家人，特別

是與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分享耶穌降生的真正意

義，教會則提供耶穌降生的連環圖畫，甚至補助蛋

糕錢讓弟兄姊妹們在家舉辦小型的聖誕會。 

我們祈求日本人在聖誕節吃蛋糕的文化中，能真正明白聖誕節是慶祝耶穌基督—

救世主的降生。 

【感恩與代禱】 

1、感謝主，疫情不能攔阻我們傳福音。我參與了 5 個聖誕聚會。在不多的人數中一

起溫馨地慶祝耶穌的降生。 

2、為山形的葉琇珍決志信主感恩，請為我每月有 1～2 次到山形為她上慕道課禱告，

求主使她的信心有根有基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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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為我用「從懷疑到相信」慕道課程，為無神論的石

森先生上課禱告，他願意給我 10 次機會幫他上課。

目前已上了四課，他承認人是不完全的，但還不認為

那是罪。請為他禱告，求聖靈在每一上課時，向他的

心說話，求神使他的石心變為肉心接受耶穌的救恩。 

4、請繼續為石卷的番茄奶奶能早日順利受洗禱告。 

5、新冠病毒在日本持續延燒，因為確診人數每天不斷攀

升，在防疫前線的醫院也快撐不住了，而從英國返國

的 5 位民眾確診感染變種病毒。使得日本再度宣布從

12/28 起到明年 1 月底開始鎖國。請為日本求平安禱

告。傳聞有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已自殺死亡。有些地區

的感染者常受到周圍的人莫名的中傷與排斥，求憐憫

感染者，求主賜下醫治與保護。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

界。」(約翰福音十六 33) 
感謝主，在這不安的末世中，我們擁有從耶穌來的

平安。求主使用我們勇敢傳揚這不動搖的平安給近處和

遠處的人！以馬內利！新年快樂！ 

 

【泰北】賴建超、陳淑娟夫婦 

11 月中旬星期一凌晨一點突然被一陣手機響聲

吵醒，福泰教會傳道緊急打電話通知我們，博益弟

兄已安息主懷！在錯愕及震驚的情緒中匆匆趕到

尤善姐妹的家。博益的死因疑似腦血管爆裂。可能

是長期過度勞累，飲食及睡眠不正常引起。據家人

說，幾天前已有頭昏不適症狀，但博益不想就醫，

只買成藥服用。去世當晚，在睡覺時突然喘不過氣

來，緊急呼叫救護車也來不及，在世享年 38 載。

而就在前一天主日證道中，建超正好傳講傳道書五

18「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

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經文提到，神的賜福

是使我們有生命享用。能活著才能享用，我們要為能活著感謝神。在證道時，我還

看見博益弟兄專注聆聽的眼神；在愛筵時，我還詢問他聖誕節是否要受洗，只聽見

他笑笑地回說，等明年吧！結果是他再也等不到明天，也無法再陪伴三個幼小的孩

子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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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歎中，我們依然感謝神。記得在去年的一次

家庭探訪中，博益終於願意打開心門接受主耶穌進

入他的心中。自從他信主後，明顯地看見聖靈在他

生命的工作。博益開始願意好好地坐在禮拜堂敬拜

神，他對基督信仰有更多渴慕，也更融入教會的大

家庭。神真是憐憫！其次，我們也要感謝福泰同工

們同心合一的服事。在博益離世的當天早上，安放

大體至棺木後，隨即移棺至教會。按本地的習俗，

會在夜間舉辦追思聚會。一般舉辦兩至三晚，然後

在出殯當天早上舉辦追思大聚會後，先享用午餐，

隨即移靈至墓園安葬。期間所有聚會的安排、會場

佈置收拾、聚會前後的餐食茶點等等，這些全都需

要不少人力。感謝同工及兄姐們的樂意付出，使追

思及安葬一切順利，也向博益未信主的眾親友們作

美好的見證，榮耀歸給主！ 

辦完博益的追思安葬儀式後，我們按原定

計劃舉辦一年一度全教會退修會。今年共有 38

人參加，年紀最長為 84 歲，年紀最小為 2 個月。

今年定的主題為「在主愛中成長」，專題分享分

別有親子關係及夫妻關係。當建超分享如何建

立合神心意的夫妻關係時，剛喪偶的尤善姐妹

在聚會中淚流不止。博益的驟然離世雖然讓人

感傷，但也讓我們學習，要珍惜當下，要與人

建立美好關係，尤其是與家人之間，更重要是

要緊緊地倚靠神。 

【感恩及代禱事項】 

1、求主使用福泰每位同工及兄姐，把握每個傳

福音的機會向家人及鄰舍傳福音，願更多泰

國同胞得救。 

2、為 12/13 洗禮的肢體：巴瑯奶奶、段李玉珍

奶奶、蘇靜宜、張有珍、何淑芬、吳美藍、

李約伯、張志成，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並

引導一生跟隨主見證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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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中文學校上學期順利結業感恩，孩子們在期末

結業式有美好的演出。12/1 日開學，為教師團隊

祝福：陳淑娟、李長明、李恩潔、王瑪莉、曹麗

恩、求主使用。 

4、尤善姐妹家庭，求主保守 3 個孩子司提反、巴拿

巴及哈拿在天父看顧下健康成長。 

5、為建超本學期在晨曦會門訓學院繼續教「使徒行

傳」禱告，求主恩膏並賜下聖靈同在，使每位學

生們生命更新。 

6、求主為敬亞預備明年要就讀的中學，從十二月起

就需陸續參加由各中學獨立招生的入學考試，求

主加添智慧及力量。 

7、為建超的父親賴正男弟兄及淑娟的媽媽陳黃麗霞

女士身體強健禱告，求主加添力量。請特別為淑

娟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主動奇妙善工，拯救我

們家人。 

 

講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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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

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拉太

書二章 20 節下）  

綜合消息： 

教會防疫公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 2020/12/1 起啟

動秋冬防疫專案，強制要求進入宗教類場

所應佩戴口罩並訂有罰則。配合政府防疫

要求，教會場地內可用餐區域僅限已設置

防疫隔板之座位區，未設置防疫隔板或未

告示可用餐之區域禁止用餐，敬請配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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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以金融卡奉獻轉帳或存現，請電話或

傳真到教會，告知姓名及奉獻別，銀行帳號

（ 代 碼 012 ）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城 東 分 行

00220102159802，出納同工：2567-0840 轉

17 分機江貞賢姊妹、傳真：2567-0510。 

信徒聚會： 

基督精兵小組：今天 13:00~14:30 在 302 室，

主題：主禱文—日用的飲食。靈修經文：詩

十九 1~6。歡迎參加。 

拜早年行動行前說明：今天 12:10〜13:00 在

404 室，請參與探訪者屆時集合。若有名單

提供，請於 12:10 前交到 404 室。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伉儷團契聚會：今天 14:00 南京堂 205 室，

由陳照長老主講：如何關懷人？，歡迎夫妻

參加。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1/14（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楊右任弟兄主講：「舊鞋．救命」，

歡迎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課程訓練： 

成人主日學 1〜3 月課程： 

◎主日上午 8:00〜9:00 

舊約班─何西阿書：403 室 

◎主日上午 9:30〜10:30  

信仰講座 A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A─教會生活：402 室 

靈命進深班─向下扎根：404 室 

聖經導論—摩西五經：403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神的心意與聖經綜覽：404 室 

新約班─提摩太前書：407 室。 

◎第一三週主日 13:15〜14:45 

尋真講座：404 室 

信仰講座班：每主日上午 9:30、11:00 兩時

段於 405 室上課，歡迎邀請參加。 

成人主日學教室更動：第二堂 9:30~10:30 的

時段，信徒造就 A 班改到 402 教室；聖經導

論班改到 403 教室。 

肢體消息： 

安息：陳敬泉弟兄（李蓓蓓姊妹的丈夫）12/23

安息主懷，1/15 本週五 10:00 在南京堂三樓

大堂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