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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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4 日  第 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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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讚美 33  讚美 26  讚美 26  讚美 196 
禱告…  張緯綸  陳  照  周純如  施弘文  李玉婷 

獻詩…  主復活  祂飽經憂患痛苦 主復活   
啟應…  詩 57 篇  詩 57 篇  詩 16 篇  詩 16 篇  詩 2 篇 

頌讚…  讚美 296  讚美 296  讚美 93  讚美 93  讚美 221 

讀經…  創卅二  創卅二  弗二 1~5  弗二 1~5  約廿一 1~19 

講題…  苦難，面見 苦難，面見 活與死中 活與死中 跟從復活主 
  盼望  盼望  與死裡復活 與死裡復活 
證道…  梁守道  梁守道  林治平  林治平  高頌慈 

頌讚…  讚美 90  讚美 90  讚美 119  讚美 119  讚美 93 

祝禱…  梁守道  梁守道  林治平  林治平  高頌慈 

司琴…  余允中  林伶美  呂美賢  劉貞延  林貝蓁 

招待…  姚曉萍  覃桂鳳  白宏文  留三佳  王麗華 

  趙士瑜  謝志嘉  陳志宏  嚴芬玲  林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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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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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教會詩班獻詩（第㇐堂）：主復活（Were you there？選曲） 

死權不能勝過耶穌我救主，因救主已得勝，耶穌我主！ 
主從墳墓裡復活，主已復活，得勝一切仇敵與罪孽， 
主耶穌復活得勝黑暗君王，從此永遠與聖徒一同作王， 
主復活，主復活，哈利路亞主復活。主復活。 
主從墳墓裡復活，基督已復活，聽啊！天使高聲唱：基督已復活， 
快去傳揚好消息，基督已經復活，一直傳到地之極， 
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基督已經復活，哈利路亞，阿們！ 

姊妹會詩班獻詩（第二堂）：祂飽經憂患痛苦（Were you there？選曲） 

飽經憂患痛苦難形容，救主被懸十架，從死蔭囚牢中贖回我，奇異恩典為我。 
頭戴荊棘冠冕受傷流血，受死卻是為我，彰顯救主捨命大愛，我救主被釘十架。 
頭戴荊棘冠冕刺傷流血，受死卻是為我，祂為彰顯上帝大愛，主耶穌受死為我。 

恩愛詩班獻詩（第三堂）：主復活（歌詞與第一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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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日 上午 10:00 青少年聚會 國中: 
復活節聚會 

4.11 日 上午 8:00 舊約小先知書(二) 災禍與哀哭 
   青少年聚會 高中:   上午 9:30 信仰講座 A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中午 12:30 恩愛團契詩班 練詩    信徒造就 A 班 

基要真理 認識聖子 4.5 ㇐ 晚 7:30 教會詩班 清明節暫停    
4.7 三 晚 7:00 全教會禱告會     靈命進深班 

深知所信 
信心論(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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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歷史
書與詩歌智慧書 約書亞記 

  晚 7:00 社青團契 那些聖經教我的
事之尋神啟事Ⅱ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信仰的正確途徑 

4.10 六 下午 3:00 週六大專團契 短宣預備    信徒造就 B 班 
教會生活 如何靈修 

        
        新約提後/提多書 為福音同受苦難 

教 會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四月查經內容 
路得記三 1~18 
路得記四 1~22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時段：8:00、9:30、11:0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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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二 上午 9:30 7 組 301  幼稚班 耶穌的復活  林前十五 

  晚 7:00 5 組新安 301  低年級 
復活節闖關活動  彼前二 24 4.9 五 晚 7:30 邱玲玲  徐蓉蓉  郭道光  陶孟華  中年級 

   新安:21 組 303  22 組 301  高年級 
   29 組 305  36 組林口 11:00 寶貝班 詩歌、故事 

4.10 六 下午 1:30 12 組 206  幼稚班 耶穌的復活  林前十五 
  下午 2:00 13 組高幼蘭  低年級 

復活節闖關活動  彼前二 24   下午 2:30 30 組 207  中年級 
     高年級 



 -3-

講 壇 

 

 
        主必再來（一） 

 

賴建國 

讀經：約翰福音十四章 1~14 節

電影阿甘正傳很多人很喜歡，裏面

有一幕講到阿甘一直跑一直跑，直跑到

紀念碑谷，他其實已經跑了三年二個月

十四天又十六個小時，從美國的東岸跑

到美國的西岸，又從美國的西岸跑到美

國的東岸。那天他跑到紀念碑谷，現在

這個地方成為受人歡迎的景點，他就停

下來了，後面跟隨他的人也停下來安靜

聽阿甘講什麼話，結果阿甘說「我好累

哦，我現在想要回家」，這其實帶出今天

這段經文裏，第一個特別吸引我的字。 

過去這個禮拜我每天讀這個經文，

禱 告 時 特 別 打 動 我 的 心 ， 講 到 的 是

「家」。家是個奇妙的地方，我們可以去

很多的地方，可是可以回的地方卻很

少，家是我們可以回去的地方。我們參

加追思禮拜常常會有故人事略，現在大

家流行用投影片，呈現一些過去的照

片，會把已經過世的人曾經跟家人去那

些地方旅遊的照片放出來給我們看，有

巴黎、東京、中國大陸好多地方，可是

最後都會回到我們自己的家。上個禮拜

我們去參加教會一位老弟兄的追思禮

拜，他九十六歲被主接去。他原先神智

很清醒，身體都還不錯，但是家人都見

證說，在最後那個禮拜突然間就急轉直

下。在過世的前一、二天，他的神智還

是很清醒，就跟家人說：「我要回家」，

其實那時他就是在自己家裏，他卻說他

要回家，原來就是回到天家那邊去。那

一天吃過飯休息時，他在睡夢中被主接

走，九十六歲，家人在這上面有很大的

感恩。家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常講

「去」那些地方，我們去上學、去上班、

去教會，只有一個地方「家」，我們永遠

會說「回家」。那是我們可以回去的地

方，不管我們離開家多遠，不管我們多

晚回家，總是可以確定，家裏面會有一

盞燈為我們亮著，家裏面有一個房間為

我們準備著，可回去窩在那個地方，永

遠被接納，永遠有愛的膀臂擁抱我們。 

耶穌在這段經文裏面最一開始就是

講到家，約翰福音十四 1~3「你們心裏不

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在我

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

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

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

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

叫你們也在那裏。」這段經文有幾個重

點，耶穌第一句話就跟門徒講到，你們

不要愁煩、不要憂愁，其實那是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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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重的字，經文說，你們不要憂愁煩惱，

不要驚慌失措，不要惶恐不安，其實這

個詞是在前面十二章 27 節裏面耶穌講到

自己，我要說什麼才好呢？跟父神禱告

說，父神啊！把這個杯撤去，可是我就

是為了這件事情來到，因為在耶穌前面

的就是十字架，就是各各他，但祂就是

為了這件事情來的。 

其實我們讀聖經要感謝上帝，耶穌

從來沒有對我們隱藏掩飾，祂內心曾經

有過的恐懼、害怕、憂愁，祂面對十字

架的苦刑，面對因擔我們的罪與父神隔

絕，祂心裏面有很大的憂愁，祂求父神

把這杯撤去，但祂就是為這事來的，耶

穌自己先經歷過這種內心的掙扎，也經

歷過在上帝面前重新的肯定順服，然後

祂面對門徒時，告訴門徒不要憂愁，不

要惶恐不安，祂自己經歷過，耶穌從來

沒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我們來做，祂

自己經過才對我們指點。 

那時門徒也會有害怕，我們若對這

段經文上下文了解，約翰福音十三章

裏，耶穌跟門徒談到祂要過世的事，祂

要上十字架的事情，特別是彼得三次不

認主的事，這時心中愁煩害怕的應該是

耶穌自己，可是耶穌卻反過來安慰門徒

不要愁煩害怕，祂來安慰我們，耶穌有

什麼把握可以這樣說呢？耶穌說：「你們

當信神，也當信我。」這句話在神學意

義上來講，整個約翰福音做了見證講

到，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祂與父神是

同等，我們信上帝就是要信耶穌，信耶

穌就是信上帝。 

我們教會沒有這樣的傳統，在聚會

時宣讀使徒信經，使徒信經裏面講到父

神、耶穌、聖靈，共有十二句話，第一

句話說：我信上帝全能的神，創造天地

的主。第二句話說：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父神的獨生子。另外一句話說：我信聖

靈。這個「信」是講到我們信靠的對象、

信心的行動及信仰的內涵，有了這樣的

信，我們的信就有根有基。 

耶穌對門徒這樣講，有這樣子的信

及真理的根基，我們就可以勇敢的面對

前面惶恐不安的事情，可以看到將來永

恆的盼望。耶穌告訴門徒我要離開了，

但是你們不要害怕，因為我離開是為了

你們的好處，我離開是要去到父神那

邊，為你們預備地方，耶穌讓我們看到

祂是我們的導航者，是一個先鋒，這個

詞在希伯來書第六章用到，好像在一個

大部隊，軍隊要行進前會先派先鋒部

隊，先探勘地形局勢，也像大船要進港

時，前面有一艘領港的小船，要帶領大

船進港。 

我就會想到 1976 年國慶日，我們的

連隊參加那年的國慶閱兵，我們有一整

個月到湖口的裝甲兵基地集訓，十月時

就到台北市，住在建國中學，因為我是

台北市人，所以就先派我做先頭部隊，

到建國中學把整個場地都勘查預備好，

等部隊全部一起過來，進行國慶的活動。 

耶穌也是，耶穌先回到父神的家

裏，為我們做好預備，這幾天我在思想

時，耶穌不是帶我們去一個陌生的地

方，而是帶我們到一個祂最熟悉的地

方，那是父神的家，是祂自己的家，現

在那個家要成為我們的家，我們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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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客旅，也許我們講到家的時候，

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感覺，我們的家不

一定像凡爾賽宮那樣的華麗，也不一定

像晶華酒店那樣的舒適，可是在家裏最

大的不同就是，家裏有我們的家人，我

們跟我們的家人永遠在一起，那種溫暖

是在外面無法比的，耶穌也是這樣，耶

穌讓我們看到那個家，在父神的家裏有

足夠的地方可以接納我們。 

有些人會問，基督教已經二千年

了，天堂是不是已經客滿了，沒有這回

事情。我在高中升二年級的夏天來到教

會，在我們村子裏約三十多歲的婦女，

挨家挨戶的敲門找人談話，她一聽到我

也到教會，就提到啟示錄寫十四萬四千

人，給我的印象是很少的人數，你就參

加我們這個秘密的團體，才能進到天父

那裏的名額，我那時才剛到教會，什麼

都不懂，只覺得心裏怪怪的，我跑到教

會，剛好吳勇長老在，我就問十四萬四

千人是怎麼回事，吳勇長老回答，那是

守望台，不要理他，是個異端。 

再次看到今天我們讀的經文，耶穌

說：「在我父的家裏面，就是有足夠的地

方。」不但給十二個門徒，也是給我們

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過去二千年全世

界幾十億的基督徒，在主那裏都有足夠

的地方，在那裏可以永遠的在一起，那

不是露營的場地，也不是旅館，那個地

方是我們永久的家鄉。 

講到家，聖經裏面講到雅各，雅各

帶領全家下埃及躲避飢荒，可是臨終時

卻吩咐，把我的骸骨帶回應許之地，把

我安葬在亞伯拉罕買的那塊地上，那才

是他的家。亞伯拉罕更是自己做見證，

聖經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講到，亞伯拉罕

還有那個時代的人，隨時都可以回自己

的家鄉，亞伯拉罕最初的家是在加勒比

的吳珥，在今天兩河流域的下游，靠近

科威特的地方，聖經上說，亞作拉罕盼

望一個更遠的家鄉就在天上，我們是亞

伯拉罕信心的子孫，我們也一樣盼望天

上的家鄉。耶穌講到，我去必再回來接

你們去，這是耶穌得勝的保證，祂會去，

祂自己就是那條路，祂勝過罪惡、死亡，

然後祂會回到我們中間，我們對於死亡

有一個初淺的印象，是有去無回的，只

有耶穌是從死裏復活，祂經過死亡，祂

會到父神那邊，祂會再回來接我們過

去，耶穌祂不是一個路標指引一個方

向，耶穌也不是一個地圖，告訴我們路

上會遇到什麼狀況，耶穌祂自己就是一

個路，我們抓到這個路，跟著這個路，

跟耶穌來到父神那邊。 
約翰福音十四章 4~11 節，耶穌用很

大的篇幅跟多馬、腓利講，多馬有疑問

說「不知道祢去那裏？怎麼知道那條

路？」耶穌說「我在你們中間那麼久了，

你怎麼會看不清楚呢？」我們讀約翰福

音時我們就曉得耶穌為什麼這樣說，約

翰福音第一章就講，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們當中，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也講

到，從來沒有看過神，可是父懷裏的獨

生子就把祂給顯明出來了，所以我們從

約翰福音第一章開始，一直到約翰福音

結束，這位神子耶穌怎麼把父神顯明出

來，我們認識耶穌也就認識了父神，祂

從父神那邊來的，我們也要一起跟祂到

父神的家裏去。（下期待續） 



 -6-

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詩篇 

4／5 一  詩篇七十一篇 1~7 

一、v1 大衛投靠耶和華，祈求什麼？v2 求神根據什麼原則搭救他？v3 他再祈求什

麼？此時，他有什麼把握？我相信，投靠神必不羞愧嗎？參詩一一九 6。 

答：求祢使我永不羞愧。v2 求祢憑祢的公義搭救我。v3 求祢作我常住的磐石，使我

在祢裡面得著保護。「祢已經命定要救我」，他有把握必蒙拯救。 

二、v4 求神拯救脫離哪些人？v5、6 過去對神有什麼經歷？v7 對今日有什麼影響？

我記錄、回想神的作為，使我信心堅固嗎？ 

答：救我脫離惡人、不義和殘暴之人的手。v5、6 從我年幼祢是我所依靠的，我從出

母胎被祢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祢，我必常常讚美祢。v7 許多人以我為怪，但

祢是我堅固的避難所。 

 

4／6 二  詩篇七十一篇 8~13 

一、v8 哪些話和哪些事必滿了我的口？我天天想念神的榮耀，常讚美祂嗎？ 

答：祢的讚美、祢的榮耀，終日必滿了我的口。 

二、v10、11 仇敵有哪些惡行？v12、13 向神求什麼？我遇見惡事，立刻禱告嗎？  

答：仇敵窺探要害我的命，認為神已經離棄我，要捉拿我。v12、13 求祢速速幫助我。

願那與我性命為敵的，羞愧被滅；願那謀害我的，受辱蒙羞。 

 

4／7 三  詩篇七十一篇 14~18 

一、v14、15 雖有仇敵謀害，我卻要作什麼？「越」有什麼意義？越困難，我越求神

賜我力量，使我依靠神，讚美祂嗎？ 

答：我卻要常常盼望，並要越發讚美祢。我的口終日要述說祢的公義和救恩，因我

不計其數。「越」發讚美，就不叫仇敵的邪惡和恐懼干擾我的心。  

二、v16 要說什麼事？「單」有什麼意義？v17、18 年幼時如何？對今日有什麼影響？

年老時有什麼願望？我述說神大能的作為，使我信心堅固嗎？  

答：我要說耶和華大能的事，單提說祢的公義，不提仇敵的邪惡和自己的軟弱，使

我活在祢公義的拯救裡。v17、18 自我年幼時，祢就教訓我。直到如今，我傳揚

祢奇妙的作為。年老髮白時，求祢不要離棄我，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後代，將

祢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 

 

4／8 四  詩篇七十一篇 19~24 

一、v19~21 怎樣稱頌神？對困難有什麼把握？我稱頌神，增添信心嗎？ 

答：神啊，祢的公義甚高！行過大事的神啊，誰能像祢？祢是叫我經歷重大急難的，

必使我復活，從地的深處救上來。求祢使我越發昌大，又轉來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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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二、v22 雖有仇敵，仍怎樣讚美神？v23 讚美怎樣改變自己？v24 帶來什麼確信？在

困難中，我求主賜我力量，學習讚美神嗎？  
答：我要鼓瑟、彈琴歌頌祢，稱讚祢的誠實。我歌頌祢的時候，我的嘴唇和靈魂都

必歡呼。我的舌頭必終日講論祢的公義，因那些謀害我的人已蒙羞受辱了。 
 
4／9 五  詩篇七十二篇 1~7 
一、v1 為君王求什麼？v2 他要按什麼原則審判？v3 帶來什麼結果？我為政府行公義

祈求嗎？ 
答：求神賜下審判的權柄，並公義的心。v2 他要按公義審判神的百姓和困苦人。v3

全地的百姓都因公義得享平安。 
二、v4 合神心意的君王必定如何行？v5 對百姓有什麼影響？v6、7 帶給百姓什麼好

處？我為在上位的祈禱，使他們能行公義，施恩澤給百姓嗎？  
答：他必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v5 百姓都要敬畏

神。v6、7 他必像雨降在草地，如甘霖滋潤田地；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 
 
4／10 六  詩篇七十二篇 8~15 
一、v8~11 公義的君王國勢如何？我喜愛公義，恨惡罪惡嗎？來一 9。 
答：他的國勢日漸昌盛，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仇敵必

在他面前下拜，他施和海島的王要進貢，遠方的示巴和西巴的王要來獻禮物；

諸王叩拜他，萬國事奉他。 
二、v12~15 為何公義的君王國勢昌盛？他為何憐恤貧寒人？百姓如何對待他？我把

握機會幫助窮苦的人、弱勢者嗎？ 
答：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搭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搭救。他憐恤貧

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因他們的血在

他眼中看為寶貴。示巴的金子要獻給他，百姓常為他禱告，終日稱頌他。 
 
4／11 日  詩篇七十二篇 16~20 
一、v16 在公義的君王治理下，國家如何？v17 他的名聲如何？我管理好時間、才幹、

金錢和人際關係，使周圍的人蒙福嗎？ 
答：在地的山頂上，五穀必然茂盛，所結的穀實要響動，如黎巴嫩的樹林，城裡的

人要發旺如地上的草。v17 他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

萬國要稱他有福。 
二、v18、19 怎樣稱頌神？我不斷認識神，常常稱頌神嗎？ 
答：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祂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

遠。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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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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繫穆民】 

今年的 4/13-5/12 是穆斯林的齋戒月，在這三十天中，穆斯林必須每日禁食，從

第一線曙光出現起到日落止。並在日出之後、午後及下午作三次禱告，每天日落之

後即不再禁食。在這聖月中，他們不但禁食，還要禁絕一切邪惡的思想、行為、情

緒及言語。 

呼召基督徒在齋戒月期間為穆斯林禱告： (1)讓基督徒在一年之中有一段固定時

間與穆斯林同行。(2)在這段穆斯林一年中最虔誠的日子裡，我們祈禱神大能介入他

們的生命中。30 天禱告運動強調的是神對穆斯林的愛，鼓勵所有的基督徒對穆斯林

培養出謙卑、愛、尊重和服事的心。 

1、為那些白日禁食時還要做飯的人禱告，願他們準備食物時，能得著聖靈的啟示，

明白耶穌是「生命之糧」。願齋戒月期間，穆斯林全家人一起吃喝拜禱時，能遇

見耶穌，願他們認識祂是賜生命活水的主、使人永遠不再渴。 

2、為國際志工簽證辦理順利禱告。 

【深耕泰國】 

當賴建超、陳淑娟夫婦即將搬遷至清萊市開拓新的福音據點之際，神讓他們經歷

玉芙姐的媽媽歸信耶穌的神蹟。回想這五年來，神帶領福泰的同工們不斷地關懷禱

告，也感動不少海外短宣隊員探訪關心，以致魔鬼的網破了，神的拯救臨到玉芙姐

的媽媽。我們確信，有許多在黑暗中的百姓要得見主的真光。我們放膽，要擴張主

的教會，因耶穌我們的主定意要拯救更多的靈魂。 

1、為賴宣教士全家預計在四月舉家搬遷至清萊市區，開拓新的福音據點禱告。求主

預備合適住屋，有較大空間可開放聚會。 

2、為賴宣教士仍主責福泰禮拜堂，期待能逐步交給本地傳道及執事同工，求主引領。 

【差傳協會】 

1、為宣教士黃靜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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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基督徒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年會日期及安排，為籌備同工禱告，也求主預備

參與者的心： 

（1）成人組及兒童組：於 2021/10/16(六)下午，成人組信息講員為中華福音神學院

戴繼宗院長。 

（2）青少年組：於 7/15(四)～7/17(六)舉行三天兩夜營會，由堂會青少輔導推薦，升

國中到高中職學齡(13-18 歲)者，人數限定 5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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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3、至 2021 年 2 月底止累計不足 124 萬多元，為 2021 年經常費預算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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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份財務報告 

上期結存 0 累計收入 1,742,828 

本月收入 1,742,828 累計支出 2,984,338 

本月支出 2,984,338 奉獻達成率 12.4% 

本月累計 -1,241,510 奉獻應達率 16.7%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 

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書一章 5-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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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上主日(3/28)敬拜奉獻 
主日奉獻 42,450 元 

按月奉獻(62 筆) 298,200 元 

建堂奉獻(3 筆) 7,500 元 

感恩奉獻(27 筆) 52,100 元 

其它奉獻(2 筆) 1,500 元 

差傳奉獻(12 筆) 30,500 元 

代轉贈與(5 筆)  

 

 本週禱告事項 
□ 近來美國、歐盟與中國關係緊張激烈，針對

人權、疫情及環境等議題協商，求主幫助各

國代表能討論出合作方案，求主憐憫掌權，

為國際情勢及人民百姓的平安禱告。 

□ 為偏鄉福音及教會福音預工，不論在近處、

遠處，求神引導，呼召更多弟兄姊妹投入。 

□ 為長傳教執同工，在事工忙碌中，求神保守

身心的健康，在治理、牧養中有神的智慧。 

□ 兒主事工：5 月母親節獻詩將開始練習；暑

假營會 7/14-16 籌備規劃、DM 和海報設計、

人力招募、宣傳報名；7 月新同工招募，求

主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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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本週金句：祂不在這裡，照祂所說的，已經

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馬太福

音廿八 6）  

公告：行政部定 4/18、25 兩主日發放 109
年度奉獻收據，第一到第三堂時段請到 301
教室，第四、五堂請到二樓服務台索取。 

綜合消息： 

 復活節洗禮＆洗禮見證會  

時間：洗禮：今天 15:00 
洗禮見證：16:00~17:30 

地點：新安中心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共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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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及近期疫情嚴峻，本土感染風險升

高，進入教會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並落

實勤洗手、咳嗽禮節等個人衛生習慣，以

降低感染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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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聚會：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媽媽讀書會 

時間：3/3～6/16 每週三上午 9:30~11:30 
地點：新安中心 301 室 
書籍：愛之語 
內容：讀書分享、代禱 

詳細資訊請洽吳允真傳道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4/8（週四）19:30 在南京

堂，由林啟峰弟兄主講「數位科技帶來的台

灣零售革命」，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課程訓練： 

成人主日學四~六月課程：今天開課 

◎主日上午 8:00〜9:00 

舊約班─小先知書(二)：403 室 

◎主日上午 9:30〜10:30  

信仰講座 A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A—基要真理：403 室 

靈命進深班─深知所信：404 室 

聖經導論—舊約歷史書、詩歌智慧書：402 室 

◎主日上午 11:00〜12:00 

信仰講座 B 班：405 室 

信徒造就 B 班─教會生活：404 室 

新約班─提摩太後書、提多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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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

祂，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

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何西阿書六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