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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主日出席與奉獻 

主日聚會 人數 奉獻項目 收入 支出 

成人 58 主日奉獻：   

兒童 8  經常費 41,610 84,340 

青少契 7  植堂基金   

學青 5  慈惠基金   

主日崇拜總計 78  宣教基金   

   教育培訓基金   

   童心團契基金   

成主 12    

禱告會 
線上+

實體 12

人 

上週總計 
41,610 84,340 

中科基督徒聚會處週報 第 808期 

2021年 11月 14日 

 
 年度標竿：定錨於幔內， 

   穩行在高處。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2巷 3號 1樓      電話：2359-0816 

  http://www.ckassembly.org                             傳真：2359-7239 

 

主日服事  

金句： 

「如果寡婦有兒女或孫子、孫女，就應當讓作兒孫的先學習孝敬自己的家

人，報答親恩，因為在神面前，這樣做是祂所喜歡的。」（提前 5:4） 
 

本週讀經進度：約翰壹書第 5章 

11/14成主進度：《新約聖經．教會真理》第 7課 

項目 日期 時間 

晨禱+讀經分享 週一～週五上午 08:00~10:00 

成人主日學 週日上午 09:00~09:50 

青少契讀經 週日上午 09:00~09:50 

擘餅暨主日聚會 週日上午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週日上午 10:00~11:30 

青少年團契 週日上午 10:30~11:30 

精鷹(學青)團契 週日下午 01:00~01:50 

伯大尼小組 週三上午 09:30~11:00 

禱告會 週三晚上 07:30~09:00 

童心(長青)團契 週四上午 09:30~11:30 

姊妹會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

四下午 
02:00~04:00 

果子小組 週五晚上 08:00~09:30 

信實小組 週六晚上 07:30~09:00 

喜樂小組 週六晚上 07:00~09:00 

項目 本主日 下主日 

十一月份值月長老 林廣耀弟兄 

講台 任 駿 黃亞晨 

擘餅及領會 曾品皓 曾品皓 

詩歌及配唱 靜如、碧芬 青少契 

司琴 陳君萍 蔡翔榆 

餅杯服事 明林、雯瑄、蓁蓁 煜瑋、淑瑜、伊淇 

招待 黃元宏 劉明林 

成人主日學 李艷瓊 黃元宏 

青少契讀經 呂雯瑄 青少契敬拜練習 

青少年團契 張力民 張力民 

兒主大班 江燕鳳 林淑秋 

兒主小班 蕭 宣 唐曉英 

愛宴 朱兆友 姚佩新 

清潔輪值 青少契 喜樂小組 

http://www.ckassembly.org/


代禱事項： 

1.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

懼的心。」（約一 5:14）感謝全能的耶和華，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我們要照祢的旨意求：求祢賜給眾教會彼此相

愛的心，求祢賜下迦勒那樣剛強的信心，求祢賜下為 神搶救靈魂的盼

望，願祢垂聽我們一切所求，知道我們所求於祢的，無不得著！ 

2. 「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

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希 10:24-25）在感恩的季節裡，為中

科不曾停止聚會的主日敬拜、晨更、禱告會、信實小組、喜樂小組、

果子小組、青少契、中科退修會獻上感謝，謝謝主始終與我們同在，

求主把離開的肢體帶回我們當中，恢復愛的交通。 

3. 為 11/20精鷹團契聚餐活動禱告，感謝主賜給輔導們智慧，讓大學生與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有機會在愛中連結，求主賜下火熱追求主的心，也

賜福宇璿在美國教會的事奉、路加與威豪當兵期間有神的眷顧。 

4. 求耶和華拉法看顧肢體：蕭靖弟兄 11/29進行心臟支架手術，求主眷顧

手術過程十分平安，恩典夠用；奕緁外公肺癌末期，本週二開始化

療，求主安慰並減少治療的痛苦；佩新姊妹膝蓋骨刺持續復健中，在

經文中靠主得力；靖林弟兄週三出車禍，感謝神保守他安康，求主透

過試管手術賜給他與劉橙姊妹健康的屬靈後裔；淑瑜姊妹的小弟王酩

盛心肌梗塞急救成功，求主醫治肺水腫與發燒，賜下倚靠 神的心；佩

宣姊妹的姑姑中風、爸爸大腸癌，求主使他們在困境中能認識基督。 

5. 為台北聚會處禱告：求主興起忠心的新一代長老，能承接牧養群羊；

聖徒們能從習慣線上敬拜，回復到集體實體敬拜模式；會堂屋頂漏水

修繕，求主預備適合的工程師傅與夠用的經費。 

6. 上週總奉獻金額為 $41,610 元；感謝主的恩典！請弟兄姊妹按著聖靈

的感動，用信心奉獻金錢，使神家有糧。 

報告事項： 

1. 歡迎初次來的新朋友，願主保護您，賜福於您！邀請您繼續與我們喜

樂敬拜神，加入教會愛的大家庭。  

2. 11/20(六)上午 9:00-12:00有蕭智雄老師主講的 3小時培靈退修會，邀請

弟兄姊妹獻上時間給耶穌，來到寶座前聆聽祂給你個人的話語。 

3. 本週愛宴，請青少契負責洗碗清潔，一起維持神家的整潔，謝謝。 

講題： 情繫永恆或緣盡今生？ 

經文： 提摩太前書 5:4 

一、基督徒對家人的責任 
 

如果寡婦有兒女或孫子、孫女，就應當讓作兒孫的先學習孝敬

（εὐσεβέω）自己的家人，報答（ἀμοιβή）親恩，因為在神面前，這

樣做是祂所喜歡的。(提摩太前書 5:4) 

 

◆ εὐ σεβέω 

① 「孝敬」 

對某人表示非比尋常的敬重；在一個承受恩惠的關係中，人有責任

對那些「為他的幸福做了最大貢獻的人」顯示特別的敬重。 

 

② 「活出敬虔」 

εὐ σεβέω 這個動詞又有宗教上的含義，可以翻譯成「敬拜」；「用實

際可見的方式去表達信仰」，或者「委身於所信奉的神明」。 

εὐ σεβέω 如果翻譯成「活出敬虔」，形容的是我們基督徒生命的外

在層面與內在層面的整合——你的一舉一動都要符合你所信的——

也就是要把你對神、對福音、對真理的正確認識，積極而刻意的活

出來。 

 

③ 「活出你對神充滿敬畏的認識／你的真信仰」 

 

◆ ἀ μοιβή  

「報答」：給出相當的、充足的回饋或補償。 

 

Ｑ：怎麼樣才算「報答親恩」、對你的家人——特別是父母——

「給出相當的、充足的回饋或補償」呢？ 

 



如果有人不供養自己的親屬，甚至連自己的家人也不供養

（προνοέω），就是否定了信仰，比不信的人還要差。(提摩太前書 

5:8) 

 

◆ προνοέ ω 

- 供養：物質方面提供他生活所需。 

- 看顧：事先想到、掛念他的需要，把他放在心上；有計劃的為他

安排、事先張羅。 

 

向父母傳福音，帶領他們認識基督、接受救恩，是你(1)活出敬虔

／真信仰、(2)報答親恩，以及 (3)供養父母 的必要方式。反之，就

是不信、不虔、不孝、不義，你就成了那「弒父母和殺人的」（提

前 1:9）。 

 

二、用一個永恆的觀點愛你未信主的家人 
Ｑ：我們真的相信聖經所有的教導嗎？ 

洪水（方舟）？所多瑪？ 

 

◆ 永遠的火？ 

「地獄的永火」（馬太） 

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每個人都要被火所醃。(可 

9:48-49) 

財主在陰間受折磨，舉目遠遠望見亞伯拉罕，以及在他懷中的拉撒

路，就喊叫說：「我的先祖亞伯拉罕啊，可憐我吧！請打發拉撒路

用指頭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中非常痛苦！」

(路 16:23-24) 

 

◆ 永遠的刑罰？ 

「這些人要往永遠的懲罰裏去，那些義人卻要往永生裏去。」(太 

25:46) 

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不

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

淪（ο λεθρον αἰ ώνιον），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帖後 1:7-9) 

 

◆ 如果沒有地獄： 

- 人就不是有罪的，上帝也不是聖潔的造物主 

- 主耶穌就沒有必要為拯救人而降生，也沒有必要為之受死 

- 沒有人會有向神獻上感謝，或者愛祂的理由 

- 沒有天堂、沒有永生、這世界也不會更新成為新天新地 

- 聖經的警告跟安慰都是謊言 

 

◆ 用一個永恆的觀點愛你未信主的父母 

 
◆ 用一個永恆的觀點愛你未信主的兒女 

巴克斯特的呼籲： 

我要請身為父母的基督徒想一想，在幫助子女得救方面，你們有著

多麼優越的有利條件。子女尚且稚嫩、柔軟的時候，是與你們在一

起；你們要矯正的只是嫩苗一枝，而不是老樹一棵。世上任何人都

比不上你們從子女身上得到那麼多的感情，而且你們在他們面前享

有最高的權威。他們的養育全仰賴於你們。你們最瞭解他們的性

情、好惡。你們與他們形影不離，從不缺乏勸導他們的機會。 

尤其是做母親的不要忘記，在孩子年幼時，你們比他們的父親與他

們相處的時間更多。為他們身體的安康，你們付出了多少心血！為

他們來到世上，你們忍受了多大的劇痛！難道你們竟不肯為他們靈

魂得救付出同樣多的心血？你們對孩子有著最溫存的愛，難道這愛

竟不能令你想到他們永遠滅亡的可能？我要替你們的親生骨肉懇求

你們：要教導他們，勸誠他們，為他們守望。在把他們帶到基督面

前之前，不要讓他們停下來！ 

請你們牢記以利的教訓。你們的子女有如「擱在河邊蘆葦中」的嬰



兒摩西，若沒有人「把他從水裡拉出來」就會死去。你們若不想在

上帝面前獲殺戮兒女靈魂之罪，也不想讓兒女在永火中責罵你們，

就務必要教他們如何遠離那地獄之火，領他們進入聖潔和對上帝的

敬畏之中。我懇請你們每個作父母的，憑著對上帝的忠心，不要拒

絕行使，也不要忽視了幫助子女得安息這一無可推諉的責任...這是

你們至為重大的責任，若有人不肯承擔它，就是反叛耶穌基督的

人，而不真是他的臣民了。 

請想一想，你若忠實的履行自己的義務，得到的將會是多麼大的安

慰啊！即便你的努力不成功，你也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寧。你的努

力若成功，得到的欣慰將是難以言喻的！他們會以愛心與孝敬供奉

你的需要，在你奔向榮耀剩餘的路上讓你欣慰不已。不僅如此，你

全家都會因一個虔敬的孩子或僕人得到美好的回報。而你最大的喜

樂還在於，將來見主面時能這樣說，「看哪，我與上帝所給我的兒

女都在這裡了。」從此以後你必與他們在歡喜中共度永生。 

 

◆ 家人因信主而享受的好處： 

- 更親密的關係（與血緣的家人成為屬靈的家人） 

- 更豐盛的生命（多結善果） 

- 更穩固的倚靠（衰老、疾病、失智、孤單、死亡，都能安然度

過） 

- 永遠的安息 

 

 

三、向家人傳福音的五要點 
釐清自己的責任 

1. 活出信仰是傳福音的上策 

- 誠實無偽 

- 篤信堅定 

- 豐盛精彩 

2. 深入了解他的靈性狀況 

- 詢問他對信仰的印象為什麼那麼糟 

- 請他把對信仰的懷疑一一寫下 

- 溫柔的催促他對神的思考能更進一步 

- 尊重他的信仰 

無論他向神開放的程度如何，你總是可以為他禱告、可以向他提出

問題、可以活出那能使他對信仰改觀的生活方式。 

 

3. 要常做準備，說明自己所信的內容和理由 

 

 

4. 親子關係、夫妻關係，是最好的比喻 

 

 

5. 不要操之過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