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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堂
8:00~9:00
宣召… 主在聖殿中
頌讚… 讚美 4
禱告… 王若軒
獻詩…
啟應… 詩 16 篇
擘餅… 讚美 61
讀經… 加三 1~14
講題… 遵行律法的迷思
證道… 吳紹楨
頌讚… 讚美 205
祝禱… 吳紹楨
司琴… 錢恩宇
招待… 蔡俊沛
林玉蓮

●今日敬拜●

第二堂
9:30~10:30
主在聖殿中
讚美 4
李志偉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 16 篇
讚美 61
加三 1~14
遵行律法的迷思
吳紹楨
讚美 205
吳紹楨
李永嫻
張育能
楊秀瑰

第三堂
11:00~12:00
主在聖殿中
讚美 4
周純如
在花園裡
詩 16 篇
讚美 61
加三 1~14
遵行律法的迷思
吳紹楨
讚美 205
吳紹楨
林伶美
原平安
劉翠玉

第四堂
13:00~14:00
主在聖殿中
讚美 4
劉聯穎

第五堂
19:00~20:00
主在聖殿中
讚美 4
范曉恬

詩 16 篇
讚美 61
加三 1~14
遵行律法的迷思
吳紹楨
讚美 205
吳紹楨
柳百珊
郭明怡
崔梅蘭

詩 16 篇
讚美 61
加三 1~14
遵行律法的迷思
吳紹楨
讚美 205
吳紹楨
張信慧
林石蕾
謝麗卿

●下主日證道講員●
證道…

第㇐堂
康來昌

第二堂
康來昌

第三堂
李培立

第四堂
李培立

第五堂
胡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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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雅音詩班獻詩（第二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哪，
你們要讚美、讚美、讚美、讚美，讚美耶和華，讚美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從今時直到永遠，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讚美的、讚美的，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哪，
你們要讚美、讚美、讚美、讚美，讚美耶和華，讚美我主，讚美耶和華。阿們。

教會詩班獻詩（第三堂）：在花園裡
獨歩徘徊在花園裡，玫瑰花尚有晶瑩朝露，忽有溫柔聲傳入我耳中，乃是神子主耶穌。
我主慈聲何等甜美，小雀鳥唱歌仔細傾聽，主使我聽見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樂甦醒。
夕陽西沈夜晚來臨，願在園中仍與主同住，但祂溫柔聲催促我前去，呼喚我與祂同行。
副歌 衪與我同行又與我說話，對我說：我單屬於祂，
與主在園中，心靈真快樂，前無人經歷過。阿們。

本週各項聚會及下主日各項教育訓練
月、日 星期 時
間
8.25 日 上午 10:00
中午 12:30
8.26 ㇐ 晚 7:30
8.28 三 晚 7:00
8.29 四 上午 10:00
下午 2:00
晚 7:00
8.30
8.31

五 晚 7:30
六 下午 6:30

教
8.25

會
日

8.26
8.27

㇐
二

單

位 內

青少年國、高中:
恩愛團契詩班
教會詩班
全教會禱告會
活水團契
姊妹會

社青團契

容 月、日 星期 時

1919 介紹&預備
練詩
練詩

9.1

日 上午 8:00
上午 9:30

位 內

容

舊約：以西結書 在曠野的背逆
信仰講座 A 班
無比的愛
信徒造就 A 班
聖徒言行

知性之旅
證道

婚姻與夫妻

靈命進深班
國度人才的品格
活潑常存的盼望 (㇐)
上午 11:00 信仰講座 B 班
無比的愛

影片欣賞—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練詩
聚餐
小
組 開 放 家 庭 八月份查經內容
詩篇二十五篇
中午 12:30 33 組 405
詩篇二十六篇
下午 1:30 1 組 402
下午 2:00 4 組 404 28 組 405
晚 7:30
15 組新安 305
下午 3:00 31 組新安 301
晚 7:30
石⾧豐

間 單

信徒造就 B 班
基要真理

雅音詩班
週六大專團契

追求聖潔

新約班：加拉太書 解經之路初探

嬰幼兒照顧 搖籃班
今日 兒童主日學
上午 9:30 寶貝班
幼稚班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11:00 寶貝班
幼稚班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下午 1:00 童行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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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8:00、9:30、11:00、13:00
內容
詩歌故事
智慧小女孩 列王紀下五 1~14
羅得妻子變鹽柱 創十九 12~29
萬物的管家 創㇐ 27~28
約書亞離世 廿三～廿四
詩歌故事
耶洗別王后 撒上十八～十九；列王紀下九
上帝幫助我 撒上㇐ 1~20
㇐同做工 徒十八 18~26
築壇為證 書廿二
混齡親子興趣角落、信仰同行

講

壇

神聖的角力（上）
劉幸枝
讀經：創世記卅二章 22~32 節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興再次來到南
京堂分享信息。今天分享的信息，主要
的經文是在創世記卅二章，但是我們講
述的經文，有部分會擷取創世記卅三章。
多年前我和先生到美國旅行，朋友
幫我們安排一對老夫妻來接待我們；他
們家的客廳裡，張貼許多照片，其中有
一系列的照片都和「角力」有關，什麼
是「角力」呢？就是俗話說的「摔角」。
其中有一張角力的照片，上面寫著「1960
羅馬奧運」。我們在那張照片上面看到
一位年輕人，站在第一名的台階上，高
舉著獎牌，非常的歡樂。原來，接待我
們的這對夫婦當中的老先生是美國 1960
年派去羅馬參加奧運的代表選手，他得
到當年奧運角力輕量級冠軍，他的名字
叫做 Shelby Wilson，他回憶說：「那次
最被看好的選手並不是他，他也不知道
自己為什麼最後脫穎而出，成為輕量級
羅馬奧運的角力冠軍，一切就好像作夢
一般。」不過登台的人也有下台一鞠躬
的時刻，所以他分享當時得勝的喜悅，
他說：那只是一時的，比起他得到羅馬
奧運輕量級冠軍的前夕，他受洗歸入主
的名下的那個喜樂，受洗歸入主名的喜
樂是更大的。他認為信耶穌的喜樂，才
是他生命的泉源，這股泉源一直到老年

他跟我們分享的時候，還一直洋溢在他
的生命當中。
他分享到，他曾經跟上帝角力，那
時候他被神觸摸，所以他降服在上帝的
大能之中，對他而言地上的榮耀，只是
一時享受的快樂，但是從上帝得來永遠
的榮光，卻是永遠的喜樂。Shelby Wilson
後來成為一位中學的教練，他退休之後
都在服事「更生人」。或許是因為在我
的生命當中，曾經認識這樣一位的傳奇
人物，所以當我再來看創世記卅二章，
有關雅各和上帝的使者角力時，我讀起
來就格外的津津有味。
我們今天分享的經文跟角力有關，
角力看似一場對抗，因為是兩個人在摔
角，但是你們也會發現到，角力的姿勢
看起來像是「親密的擁抱」，端看我們
用什麼角度來觀察。這段經文的主角是
雅各，二十年前他曾以詐騙的方式，騙
取父親給他做長子的祝福，其實他並不
是長子，但是他用詐騙的方式，騙取父
親給了他長子的祝福，正因為如此，他
和哥哥以掃關係就破裂了，也因如此他
被迫一個人逃亡到異鄉。二十年之後他
有兒有女，衣錦還鄉，但是他不得不去
面對先前和哥哥以掃關係破裂所鑄下的
那場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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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創世記卅二章讓我們看到，雅各主
動託人帶個口信去給以掃，告訴他說我
回來了！為什麼雅各要主動呢？因為他
知道瞞不過他，與其偷偷摸摸的回到故
鄉，還不如光明正大讓哥哥知道他回來
了。雅各其實有心化解兄弟之間結下來
的恩怨，但是在我們讀的經文創世記卅
二章之前，其他的經節交代了一句話：
他的哥哥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帶了四百
個人去迎見雅各，雅各就非常的恐懼害
怕，心想，哥哥如果歡迎我，何必要帶
四百個人？在當時的時代，法律制度還
不健全，所以很多人是會報私仇，甚至
就帶家裡的壯丁去屠殺另外一村、另外
一族的人。所以雅各很自然的會恐懼：
哥哥帶了四百人，難道是要來屠殺我們
全家嗎？
於是 雅各 把 他 的 牛群羊 群分成兩
隊，如果他哥哥追殺他的話，其中另外
一隊還可以趕緊跑掉，可以保留一半的
家產。他又把要送給哥哥、平息哥哥憤
怒的那一隊牛、羊分為三個梯次，準備
送給哥哥當作賠罪的禮物。為什麼要分
三個梯次呢？希望藉由第一波、第二
波，一直到第三波的禮物，如同浪潮般
的獻禮，能化解他哥哥的憤怒。或許看
到第一波的禮物，還有一點氣；到了第
二波的禮物，稍微沒有那麼氣；到第三
波可能就說算了，不氣你了。
做了這一切的防範措施之後，雅各
還是不安心，連夜趕緊要他的妻子、兒
子渡過雅博渡口。雅博渡口就位在今天
約旦王國的境內，當時河的對岸只剩下

雅各一個人，他充滿許多思慮和憂愁，
半夜睡不著，因為雅各非常聰明，是一
個精明能幹的男人，有能力作很多的
事，但是他沒有把握這些方法和計畫，
到底能不能行的通，所以雅各一個人在
河的另外一岸，他睡不著覺。
就在三更半夜的時候，有人跑來跟
他摔跤；就在三更半夜根本不知道對方
是敵是友，而且這個人是來跟他角力，
似乎表明是來挑戰他的，或許當下他以
為這個人是哥哥派來的，哥哥或許想要
解決掉雅各，然後沒收他所有的家產，
以及老婆孩子。所以雅各想這個人可能
是來剝奪我的一切，他不能死，他一定
要勇敢的作戰到底。所以聖經上我們讀
到：雅各連夜跟對方角力，整個午夜的
角力看下來，雅各似乎略勝一籌，但是
奇怪的事發生了，對方看到天快亮了，
他也想快走了，但他突然伸出手來在雅
各的大腿窩摸了一把，說也奇怪，兩人
角力了一整夜，雅各看起來是得勝的，
那個人只是一出手摸他大腿窩一把，就
摸到了他的要害，然後雅各的腳就脫臼
了。聖經提到一摸他的腳就瘸了，原文
的意思是：腳就脫臼了。
雅各才突然意識到，對方不是來傷
他的，如果對方真正要傷害他，一開始
早就出手，他早就已經被打趴在地。雅
各突然意識到，對方不是心懷不軌，而
是帶著善意，原來對方不是他的手下敗
將，而是有力量的那位，他才意識到對
方是從上帝來的使者。所以雅各伸手一
把抓住對方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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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離去。於是那位跟雅各摔跤的人就
說：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
列。就在那一晚，雅各這個名字，原文
發 音 Ya`aqob {yah-ak-obe} ， 意 思 是
「抓」，這樣的一個人在雅博渡口，這
個地名原文叫做 Jabbok，意思是「倒空
的地方」，被上帝的使者改名叫做以色
列，有沒有發現相當的有趣，雅各這個
人的名字原文是「抓」（yah-ak-obe），
但是他在 Jabbok 這個地方被倒空了，因
為雅博這個字的原文意思就是「倒空」。
他跟上帝角力，在那個過程當中，
神摸了他的大腿一把，好像他的能力整
個失去，但是上帝卻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與上帝較力得勝。但是又有聖經
學者說，這個字比較好的翻譯是：上帝
較力得勝。其實這兩種翻譯都是可取
的，都反映出雅各那一天的經歷，先是
從與上帝的使者摔跤中得勝，之後到變
成降服在神的手中，讓神在他的生命當
中得勝。雅各就給那個地方取名叫「毘
努伊勒」，「毘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
的面」，意思就是我面對面看見了神，
但我的性命得以保全，因為人沒有辦法
直接看到神，因為上帝有至聖至榮的榮
光，人是沒有辦法去面對神這種完全聖
潔的榮光，人在遇到這樣子的榮光只有
死路一條，就好像我們人沒有辦法用肉
眼去盯著太陽看，甚至如果太陽離我們
再近一點，我們這個人早就消化了，我
們的眼早就瞎掉了，所以是沒有辦法去
面對這麼神聖的榮光。所以雅各他嚇了

一跳，我面對面看見神了，但是上帝竟
然饒我不死。這也意味著他和上帝面對
面的那一天晚上，讓他重拾勇氣去面對
他的哥哥以掃，心裡再也不要懼怕。
我們從這段 經文 可以 思 想 兩個 重
點，第一：為什麼神的使者在雅各面對
生死攸關、充滿恐懼之際，還有閒情逸
致來找他摔跤呢？神的使者是從上帝那
裡來的代表，他是上帝的化身，為什麼
他要來找雅各摔跤呢？一是神讓雅各真
正發現到他應該要抓住的對象是誰。我
們如果詳讀創世記會發現，雅各這個人
一生工於心計，總是謀定而後動。當年
處心積慮的騙父親，奪取了哥哥長子的
名分；現在他又精心設計一些辦法，想
要消弭哥哥對他的心頭之恨。但是雅各
名字原文的意思是「抓」，他東抓西抓
沒有讓他的人生更好，他抓到長子的名
分卻因此流落異鄉；他抓到他心愛的表
妹拉結，卻付上二十年為他舅舅做苦工
的代價。
雅各這一生都在盤算，如何抓才能
抓到好東西，他抓住了長子的名分，抓
住了所愛的表妹拉結，但是也有可能在
一夕之間失去一切，因為在雅博渡口的
那天晚上，雅各發現如果來者不是客，
而是敵人，在瞬間當中他可以奪取雅各
的一切，就更不用說以掃帶著四百個
人，可能來屠殺他們全家族，讓他過去
所累積的家業，牛、羊群，所生的孩子
們，一夕之間全被屠殺。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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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
教會小組九月份查經內容（一）
一、敬拜詩歌：讚美 6、254
二、神的工（學習事奉：關懷、禱告、傳福音）
A 小組異象：1 體會神的愛、付出愛 體會神的愛，組員彼此相愛
2 在靈命和事奉上成長 心靈不斷更新／發掘並使用恩賜事奉
3 留心他人需要傳福音 留心他人內心需要，讓基督滿足他
B 為自己得到神的恩典、生活有好見證，及未信親友信主提名禱告。
三、神的話 經文：詩篇二十七篇 主題：神是保障，不要懼怕
大衛相信神必救他脫離圖謀攻擊他的人，在患難困苦中他仍尋求神的面，堅固
心等候神。
（一）大衛相信神是亮光，是人黑暗中的指引與盼望，是危險時的拯救，更是患難中
的力量，有神作為保障我必不懼怕。仇敵興起攻擊，有神的保護我必仍舊安穩。
（二）大衛心渴慕尋求神，願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榮美，時刻與神交談。
（三）患難中神暗暗保守，危險中把我藏在祂安全的隱密處，高舉我在磐石上。因為
有神的救護，我得以昂首高過仇敵，因此我要向神獻上感謝，更要歌頌讚美神。
（四）艱難困苦中大聲向神呼求，懇切求神細細垂聽，顯出憐恤更盼望所求得蒙應允。
（五）大衛尋求神的面，尋求神的幫助，切切求神，不要向他掩面，不要離棄他，不
要讓他在危難中孤單無助。即便是親生父母離棄，也仍相信神必收留保護他。
（六）在仇敵攻擊追趕下，求神指引前面平坦安全的道路。不要讓作假見證、滿口惡
言的惡者任意攻擊我，不讓他們的計謀得逞。我若在危難中不堅定倚靠神，不
相信在活著的時候，就能得著神的恩惠，我早就已喪膽離棄神了。
（七）神的恩惠雖然延遲還未顯明，但我依然剛強壯膽，堅固自己的心，耐心等候神。
「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
你。」（賽 49:15）
四、分享討論題目：
（一）v1~3 為何不必懼怕？分享所知自己最懼怕的事物或倚靠神勝過懼怕的經歷。
（二）v4 向神尋求什麼？分享一件尋求神蒙應允或因神的榮美，感到滿足的經歷。
（三）v5 遭患難，神必如何？分享所知一件遭遇困難蒙神保守的事或經歷。
（四）v6 勝過仇敵後，當如何？分享一件向神獻上感謝的事或唱詩讚美神的經歷。
（五）v7~8 呼求什麼？尋求什麼？分享所知一件禱告蒙神應允，或未蒙應允的事。
（六）v9~12 求神不要怎樣？分享所知遭人離棄，孤單無助的經歷或神收留保護的事。
（七）v13~14 患難中當如何？分享困苦中等候神幫助的心境或等候終得神拯救的事。
（八）分享該段經文中感動你、激勵你或你喜愛的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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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
教會小組九月份查經內容（二）
一、敬拜詩歌：讚美 4、292
二、神的工（學習事奉：關懷、禱告、傳福音）
A 小組異象：1 體會神的愛、付出愛 體會神的愛，組員彼此相愛
2 在靈命和事奉上成長 心靈不斷更新／發掘並使用恩賜事奉
3 留心他人需要傳福音 留心他人內心需要，讓基督滿足他
B 為自己得到神的恩典、生活有好見證，及未信親友信主提名禱告。
三、神的話 經文：詩篇二十九篇 主題：榮耀歸給神
神滿有威嚴，大有能力，要將榮耀頌讚歸給祂，坐寶座的神必賜力量、平安給
祂的百姓。
（一）神的使者和僕人，神的兒女與選民啊！你們應當將榮耀、能力歸給神。
（二）耶和華的名就是神自己，當得一切的榮耀，我們應當將榮耀歸給祂。神是聖潔
的，敬拜祂的也應當要聖潔，要用聖潔不虛假的裝飾（作為）來敬拜神、事奉
神，若不聖潔，存虛假來敬拜事奉神，不但得不著神的喜悅與悅納，反而惹神
的忿怒。
（三）耶和華的聲音發在水（雲層）上，榮耀的神打雷在大水之上。v4~9 耶和華的聲
音大有能力和威嚴，閃電震破香柏樹，雷聲震動黎巴嫩和西連（黑門山）等高
山，好像牛犢在跳躍一樣，如同野牛在狂奔一般。
（四）耶和華的聲音使閃電如火焰分叉，雷聲震動曠野，大地震動驚嚇母鹿而落胎，
樹木脫落淨光。凡在聖殿敬拜神的人，看見又聽見神藉大自然所展現的驚人景
象，都要稱頌神的榮耀。
（五）神用話語立定天地，將諸水分開，又使天下的水聚在一處。洪水氾濫如同創造
時的光景（創一 2~10）
，也如同挪亞時代的大水（創六 17）
。神創造天地萬物，
掌管一切，神坐著為王，掌王權直到永遠。
（六）全能的神必要拯救屬祂的百民，世界雖然動盪不安，然而神在祂的寶座上坐著
為王，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祂必賜力量、平安的福給祂的百姓。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二 14）
四、分享討論題目：
（一）v1 將榮耀歸給誰？分享所知神是如何的榮耀或我如何將榮耀歸給神。
（二）v2 以什麼來敬拜神？分享如何預備心參加主日敬拜或所知印象深刻的收穫。
（三）v3~4 神的聲音如何？分享所知神彰顯大能的事或感受神榮耀、威嚴的經歷。
（四）v5~9 大自然彰顯神什麼？分享所知因神大自然的榮耀威嚴受到震撼的經歷。
（五）v10 誰坐著為王？分享所知困難中相信神仍掌權經歷或神掌權翻轉逆境的事。
（六）v11 神賜什麼給祂的百姓？分享自己得救見證或困難蒙神搭救的經歷。
（七）分享該段經文中感動你、激勵你或你喜愛的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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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靈修
靈修默想題目 約書亞記
8／26 一 約書亞記十五章 1~19 迦勒得地為業
一、猶大支派是以什麼方式分得土地？v1~22 在描述什麼？我相信神量給我的地界是
在佳美之處，擁有的產業是美好的嗎？ 詩十六 6
答：按著宗族拈鬮所得之地，約書亞照著耶和華吩咐而行，參十三 6。描述猶大人按
著宗族所得之地四圍的交界。
二、迦勒得著哪一段地？亞巴在亞衲族中地位如何？迦勒怎樣得著基列亞巴？我相
信靠主必定除去任何的罪惡、壞習慣嗎？
答：約書亞照耶和華的吩咐將基列亞巴給迦勒。亞巴是亞衲族人的始祖，也就是最
資深，最強盛的巨人。迦勒就趕出亞衲族的三個族長，得著基列亞巴。
三、迦勒怎樣鼓勵同族人攻取基列西弗？誰攻取了那城？押撒有什麼建議？除了賢
妻外，俄陀聶又得著什麼？我獻上最好，事奉主嗎？林前三 13~15。
答：誰能攻打基列西弗，將城奪取，就把女兒押撒給他為妻。俄陀聶奪取了那城。
押撒建議俄陀聶向她父親迦勒求一塊田。而押撒下驢的時候，又向父親求水泉。
所以，俄陀聶除了得著賢妻外，也得著田地，和灌澆的水泉。
8／27 二 約書亞記十五章 20~63 猶大所得城邑
創四九 8~12 預言君王必出於猶大支派，是在各支派中作首領的。
一、v21~32 猶大支派南邊幾座城？v33~36 在高原幾座城？v37~41 有伊磯倫等幾座
城？v42~44 有立拿等幾座城？v45~47 有以革倫等非利士地的幾座城？v48~51
在山地幾座城？v52~54 有基列亞巴等幾座城？v55~57 有瑪雲等幾座城？v58~59
有哈忽等幾座城？v60 有基列巴力幾座城？v61~62 在曠野幾座城？共多少城？
我求主賜智慧管理好自己的情緒、時間、金錢和所有的嗎？
答：v21~32 南邊有 29 座成，v33~36 高原有 14 座城，v37~41 有伊磯倫等 16 座城；
v42~44 有立拿等 9 座城；v45~47 有以革倫等 3 座城；v48~51 山地有 11 座城；
v52~54 有基列亞巴等 9 座城；v55~57 有瑪雲等 10 座城；v58 有哈忽等 6 座城；
v6o 有基列巴力 2 座城；v61 曠野有 6 座城；共有 115 座城。猶大支派必須有足
夠的能力管理、保護這些城，且有夠多的人住在這些城裡面。
二、君王必出於猶大支派，v63 有什麼事沒有作到？為什麼？結果如何？我願與主同
作王嗎？還有不能得勝的嗎？我願常禱告直到得勝嗎？參啟三 21
答：猶大沒有把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趕出去，因為他們能力不夠。耶布斯人就在
耶路撒冷與猶大人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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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三 約書亞記十六章 以法蓮所得之地
本章 v1~4 論約瑟子孫瑪拿西和以法蓮支派的地，v5~10 論以法蓮之地。經文中
所提的城市通一、常是較大的城、位於交通要道或是可作為地標的城邑。
一、v5~10 所提到的城市中，曾出現在約書亞記前幾章，曾發生什麼重要的事？對以
法蓮支派有什麼意義？我記取歷史的教訓，不容罪惡再起嗎？
答：有伯和崙、耶利哥（後來歸給便雅憫支派）、他普亞和基色四個城。以色列人
曾在伯和崙的上坡路殺敗南方聯軍，在下坡路上耶和華從天上降大冰雹打死歒
人；以色列人攻下罪惡之城耶利哥，焚燒這城，約書亞叫眾人起誓若重建耶利
哥當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他普亞和基色的王都與以色列人爭戰，被殺。以法
蓮要記取教訓：罪惡必亡，不能容罪，必須按律法生活。
二、v10 以法蓮沒有完成什麼任務？結果如何？我是否容許「現在對我有益」的罪惡？
答：以法蓮沒有趕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卻住在他們中間，成為作苦工的僕人。
這些人成為奴隸作苦工似乎對他們有益，但住在中間，日後，迦南人的宗教就
引誘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行淫亂，陷在罪惡裡。
8／29 四 約書亞記十七章 1~13 瑪拿西所得之地
瑪拿西支派所得的地面積僅次於猶大支派，並且更肥沃。
一、v1 瑪拿西的半個支派已經分得哪些地為業？為什麼還可以再分得土地？我已得
著神所賜豐盛生命，我願讓生命更加倍豐盛嗎？
答：瑪拿西的半個支派已得了約旦河東的基列和巴珊為產業。因為瑪拿西是約瑟的
長子，可得到雙份產業。
二、v2 約旦河西的地原來要分給瑪拿西哪些子孫？為什麼西羅非哈的女兒也能夠得
著地業？v5 地分為幾分？為什麼？我盡力公平公正嗎？
答：原要分給亞比以謝子孫、希勒子孫、亞斯列子孫、示劍子孫、希弗子孫、示米
大子孫。因為希弗的兒子西羅非哈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按照耶和華的吩
咐，仍應分地給她們。v5 就把地分為十分，其中五分給西羅非哈的女兒。
三、v11 有哪些重要的城？瑪拿西支派沒有完成什麼任務？為什麼？他們強盛時，情
況如何？我靈性好時，盡力除去一切壞習性，建立好德行嗎
答：伯善、以伯蓮、多珥、隱多珥、他納、米吉多等城。以法蓮不能趕出這些城的
居民，因為自己能力不夠。及至強盛時，就使迦南人作苦工，沒有把他們全然
趕出去。這些迦南人的宗教淫亂同樣使瑪拿西人陷在罪裡。
8／30 五 約書亞記十七章 14~18 擴張應得之地
約瑟子孫瑪拿西和以法蓮已經按拈鬮的結果，得著自己的地。
一、v14 約瑟子孫要求什麼？理由是什麼？我不滿現況而埋怨神不公平嗎？或求神賜
智慧、力量來改變現況嗎？
答：約瑟子孫要求更多的地，理由是自己族大人多，不應該只有拈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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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15 約書亞怎樣回答？我盡上本分，殷勤工作嗎？
答：約書亞指出，如果他們族大人多，嫌以法蓮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和利
乏音人之地，在那裡砍伐樹木，就可以得著足夠的地。人多不是要求土地的理
由，人多更應努力開拓土地。
三、v16 約瑟子孫提出什麼困難？約書亞指出怎樣解決？我逃避困難？或靠主積極解
決？參代下十六 9。
答：山地不夠住，住平原的迦南人有鐵車，打不過他們。約書亞指出，既然你們認
為自己族大人多並且強盛，就不可停留在拈鬮時得著的地。現在還沒有得著的
山地也要歸你，雖有樹林，只要砍伐就可以得著。靠近山地的平原也必定歸你。
雖然迦南人有鐵車，又強盛，你也能把他們趕出去。參書十一 4、6、9
8／31 六 約書亞記十八章 1~10 分配七個支派地業
一、以色列人聚集在哪裡？作什麼？還有哪些神的應許沒有實現？
答：以色列人全會眾都聚集在示羅，把會幕設立在那裡，那地已經被他們制伏了。
神應許給他們迦南地，但仍有七個支派還沒有分到土地。
二、v3 約書亞說什麼？神的應許我是否也延遲不去得？
答：v3 約書亞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躭延不去得，要到幾
時呢？
三、v4~7 約書亞指出怎樣解決七個支派土地的問題？為什麼要每支派三人？我求神
給我智慧，公正處理公眾事務嗎？
答：每支派選舉三人起身走遍迦南地，按著各支派的地業繪圖，將地分為七份，回
報約書亞。在耶和華面前拈鬮，將地分給七支派。每支派都有代表參與，就使
過程公正公開；三人是多數，可以經過討論做好的決定，避免偏私狹隘。
9／1 日 約書亞記十八章 11~28 便雅憫所得之地
一、v11 便雅憫在哪些支派中間？有否不滿抱怨？v21~28 共有幾座城？有哪幾個重
要城邑？我為神的賜與感恩嗎？參詩十六 6。
答：便雅憫的地在猶大支派和以法蓮支派（約瑟子孫）中間。在各支派中他們的土
地是狹小的，卻未不滿抱怨。他們共有 26 座城，其中耶利哥、伯特利、基遍、
耶路撒冷等都是重要的城邑，也是日後以色列政治、軍事和信仰的中心。
二、擁有耶利哥有什麼挑戰？我謹記失敗的教訓，不容罪惡再起嗎？
答：以色列人攻下罪惡之城耶利哥，焚燒這城，不容罪惡之城再起，約書亞叫人起
誓若重建耶利哥必受咒詛。因此，只能在新的根基上建造耶利哥。信徒也當在
耶穌基督上建造新的品格，而不是在舊人情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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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表
2019 年 7/1-7/31 經常性收支餘絀表
收入:

費用:

主日奉獻

NT$211,555 全職薪資

NT$851,275

按月奉獻

NT$2,417,798 其他人事費

NT$212,374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收入合計(A):

NT$455,015 勞健退休提撥

NT$198,751

NT$41,218 文具文宣

NT$39,040

事工費用

NT$112,525

社區服務

NT$11,000

修繕費用

NT$111,169

設備費用

NT$43,903

對外奉獻

NT$175,000

行政管理

NT$392,769

雜項費用

NT$78,999

NT$3,125,586 費用合計(B):

NT$2,226,805

2019年7/1-7/31經常性收支餘絀(A-B): NT$898,781.註:本月份建堂奉獻 NT$424,100.-，代收為差傳協會奉獻 NT$204,400.-。

本堂上主日(8/18)敬拜奉獻

本週禱告事項

48,100 元

□ 香港反送中持續延燒，求主賜中方智慧、百

按月奉獻(59 筆)

319,110 元

建堂奉獻(2 筆)

12,200 元

感恩奉獻(31 筆)

72,700 元

其它奉獻(4 筆)

12,200 元

差傳奉獻(11 筆)
代轉贈與(1 筆)

22,700 元

姓理性，衝突和平落幕；香港教會牧者也在
當中有智慧引領、安慰、牧養會眾。
□ 長傳執、核心同工身心靈健壯，以基督的心
為心，學習為僕的樣式，柔和謙卑，同心合
一，牧養群羊，警醒禱告，忠心服事。
□ 感謝神，夏季洗禮 9 位完成受洗、洗禮見證。
願每位信心堅定，參加合適團契小組和成人
主日學，作真理學生。
□ 兒童主日學：新任執事已確認感恩，為明年
度事工策劃與行事曆安排，求主給核心同工
有合一的看見。感謝神，有新同工加入兒主
服事行列，為他們見習、適應、滿有服事心
志禱告。

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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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育訓練：

本週金句：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
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

家庭婚姻研習班

界上的更大。(約翰壹書四章 4 節)

時間：8/31、9/7 週六 8:45〜17:00

綜合消息：

地點：南京堂大堂

夏季洗禮：上主日 8/18 舉行，共 9 位受洗，

講員：李長安、馮志梅伉儷

願他們在真理上不斷成長。

內容：詳情請參看海報

弟兄：盧保漢、簡松雄、陳明華、董睿傑

9:00~13:15 在一樓櫃台（今天截止）

何建輝
姊妹：林純妃、邱素儀、黃慕平、黃柔蓁

週間媽媽讀書會

 2019 年研經培靈會

對象：學齡前到大專技職孩子的母親

主題：大時代，大契機

日期：9/4~12/18 每週三早上 10:00~11:30

創新的思維與行動

地點：新安中心 301 室
書籍：「用心做父母」

時間：10/1〜3(週二〜週四)
地點：南京堂三樓大堂

目的：認識自己及孩子的需要，
家庭連結於主。

研經㇐：14:00〜15:30 曾劭愷老師
衝突中的實踐—超脫世俗的屬靈眼光
研經二：16:00〜17:30 謝挺老師
動盪中的盼望—以西結的屬神思維

詳細報名資訊

培靈：19:00〜21:00 莊信德牧師

請掃描 QR code

危機中的契機

或洽吳允真傳道

—焦慮中面對失敗，失敗中經歷福音

歡迎參加

肢體消息：

你希望每天有好的靈修嗎？請按週刊第 8～

安息：林瑞政弟兄（林威遠弟兄父親）8/16

10 頁經文和題目靈修。

安息主懷，8/29 週四 8:00 在第二殯儀館至美

信徒聚會：

一廳舉行追思禮拜，願神安慰家屬們的心。

週三禱告會：每週三 19:00 新安三樓大堂，
歡迎參加。
教會小組九月份查經內容：請參看 6〜7 頁。

活動訊息：
現代人生活講座：9/12（週四）19:30 南京堂，
由裘海正姊妹主講：愛我和我愛的人，歡迎
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