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基督徒七賢路禮拜堂 

教會目標：建立以基督為標竿的教會 
 生根建造、團隊事奉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請以敬虔感恩的心，參加主日敬拜 
                   國  語         台  語 

序樂(以默禱敬拜) 張文宜姊妹 何素華姊妹 
唱詩(以讚美敬拜) 楊永琳弟兄   12 我心讚美上帝 
                                          95 上帝所賜活命的話 
禱告(以禱告敬拜)   楊永琳弟兄 辛俊徹弟兄 
啟應(以虔誠敬拜) 詩 119：113-128 詩 108 篇 
獻詩(以共鳴敬拜) 豐盛小組 364 五穀收倒來 
讀經(以順服敬拜) 提後 3 章 提後 3 章 
信息(以領受敬拜) 鄧台山弟兄 徐世偉弟兄 
 新年立志，勤讀聖經 末世爭戰 

回應(以回應敬拜) 頌主 116 奇哉主道 使徒信經 
報告(以關懷敬拜) 何應勤弟兄 辛俊徹弟兄 
頌榮(以頌讚敬拜)                           410 此時禮拜將要息 
祝禱(以行道敬拜) 何應勤弟兄          徐世偉弟兄 

 

◎下週主日敬拜事奉表◎ 

                國 語               台   語  

 講員 …………………      陳道維弟兄                魯  之弟兄 

 領會 …………………       周子祺弟兄                蘇傳裕弟兄 

 司琴 …………………       林大維弟兄                何素華姊妹 

 招待 …………………       （一）鄭名揚弟兄、陳珮育姊妹、林雪玉姊妹 

                            （二）謝國樑弟兄、謝咏秋姊妹、陳玉梅姊妹 

 備餐 …………………       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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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新年立志，勤讀聖經 
鄧台山弟兄 

 

大綱： 

一、 前言 

 

 

 

二、 你該認識末世現象 

1. 這個世界的現象 

 

 

 

2. 教會的現象 

 

 

 

三、 要熟知聖經真理 

1. 以保羅為榜樣信靠神 

 

 

 

2. 為主受苦，負軛前行 

 

 

 

3. 回首童年，站往根基 

 

 

 

 

※小組討論題目： 

1. 保羅所形容末世的現象，試分享你最有感觸的內容？ 

2. 保羅提醒提摩太，面對末世的現象，要用聖經的教導來面對，對你有何意義？ 

3. 請分享新年度你的讀經計畫，彼此代禱。 

 
 

提後 3 章（2 Timothy 3） 



聖工報導／肢體動態 

1. 請密切注意，因政府「秋冬社區防疫」專案，教會將隨時有新的配合措施： ○1
來教會聚會，不分主日週間台上台下，請一律佩戴口罩○2 請確實報到，鼓勵參
加第一堂○3 請務必配合量額溫與使用酒精消毒手部○4 保持社交距離，拱手問安
○5 教會內飲食不可採自助式，同樣需保持社交距離，或使用隔板。 

2. 「2021 工人聯合追思禮拜」預定 1/6（三）上午 10 時於大津教會舉行，教會預備一部
巴士當天 8：15 開車。 

3. 2021 第一季宣教日引來了，帶我們認識世界第二大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走進印度
高種姓群體的世界。邀請你在新的一年運用禱告的權柄，參與最貼近神心意的服事。
歡迎免費索取，關心支持代禱。 

4. 第四季成人主日學於 12/6 開始上課，信仰之旅（503）、歌羅西書（改至 603）;另外，
宣教初探 A（17 人）、B（6 人）班報名至今天，請把握最後機會（不論能夠參加幾
次，都歡迎報名喔）。 

5. 您是否覺得狀況還好，但是情況老是失控？今日 12：30-14：00 歡慶更新聯合聚會，主
題：否認。讓我們一同經歷神的醫治和復原的大能！歡迎弟兄姊妹用餐完或帶著便當
到 505 教室參加，會後備有簡單茶點。 

6. 1/15（五）上午 10：00 姊妹會，講員：張百路姊妹，題目：聖城之旅。上午 9：30 有
詩歌歡唱，歡迎全教會各年齡層一起來參加。 

7. 1/15（五）晚上 7：30-9：30 第四屆冠冕理財結業暨見證聚會，將有本屆學員
的結業見證分享，並邀請冠冕理財協會理事長吳道昌長老分享信息，歡迎每位
願意學習聖經理財的人參加。參加者並有贈送精美禮物，請先上網報名。 

8. 「盟約夫婦日營」是更新及重建夫婦關係的營會，2021 年新班預定 1/23（9：00-18：
00）在本堂舉辦，營會限定 12 對夫婦參加，書籍費用每對夫婦 1000 元，報名請洽魯
之秀如夫婦。 

9. 2021「宣教心視野」春季班（2/26-6/11）每週五晚上 7:00 已經開始網路報名
（4 人），本堂報名請至教會系統報名，於 1/24（日）前完成報名並繳費，費
用請繳交至霍幹事，享早鳥優惠+教會補助價 2,700 元（含課本，原價 6,100 元）。 

10. 因年度關帳，2020 年度費用尚未申請者，請儘速至行政部向徐曉慧姊妹辦理，
申請期限至 2021/1/5（二）截止，2021/1/6（三）以後即無法受理 2020 年的發票及
單據。 

11. 教會已開始整理 2020 年（民國 109 年）週報合訂本，近期內會送打字行裝訂成冊，若
有需要代理裝訂者，請於 1/10（主日）前送交行政部霍恩洪弟兄。 

12. 行政部招募圖書室志工，每週一次/每次 2 小時，協助整理/上架圖書，意者請至辦公
室處登記。 

13. 為萬國禱告影片，本週：白俄羅斯。 
14. 崇拜後長老傳道為有需要的肢體禱告，請小組同工陪伴至講台前一起禱告。 
15. 上週新來者：王靖斐、黃碧蘭、方湘婷。本週信仰之旅-輕鬆小活動 9：30 於 503 教室；

下週（1/10）信仰之旅-「罪」愛於 9：30 在 503 教室。歡迎新朋友、慕道友參加。 

 

    神的使女倪頌德小姐（安蒂），江蘇省吳縣人，1893 年 7 月 6 日出生在極端反對基督教的
家庭。某夜，在夢中得到神指示，人師教導外在的知識行為，不容易改變人的內心，傳道是改
變人的內心。內心改變了，外在的行為也必改變。為何不選擇最好的？她就去讀上海金陵女子
神學院，走上事奉神的道路。 
    倪小姐被中華神學院邀聘為教授，之後調升為副院長，歷時十七年之久。她因患有風溼病
及甲狀腺腫大，民國 36 年被愛主的姐妹接到廈門鼓浪嶼休養。此時，她的學生李幫助牧師來信
邀她前來高雄，她憑著信心，接受神的引領，放棄養病，帶了幾件隨身衣服就搭機來台。從此
就展開了在台的事奉工作，高雄成為神為倪小姐預備的迦南美地。 
    倪小姐初來台時在前金長老教會主領主日崇拜，由李幫助姐妹翻譯。因不諳台語，故興起
了用國語傳福音的事工。她在鳳山軍眷宿舍、台機宿舍、海關宿舍、台鋁廠宿舍及水泥廠宿舍
開設姐妹聚會或家庭聚會。 
    民國 38 年先借郵局的工會，開始了高雄國語禮拜堂。正好民安巷有楝房屋要出售，她憑信
心就買了下來。後來郵局要改建，民安巷的房子也容納不下，就找到七賢路現址，但錢從那裡
來呢？懇求神賜給款項，當時立下心志，不借款、不募捐，單單憑信心仰望神的供應。民國四
十一年元旦在新址獻上感恩禮拜，沒想到，十一月一個颱風把克難的會堂吹倒。民國四十三年
十一月破土新會堂的建造，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日復活節舉行獻堂感恩禮拜。眾人如夢一般在
可容納二百人的會堂敬拜神。（即七賢路禮拜堂的舊會堂。） 



日 期 每日靈修經文
01/03〈日〉 提後
01/05〈二〉 提後
01/07〈四〉 提後
01/09〈六〉 提後

分區 組 別 日 期 
長青 快  樂 1/6（三） 15
長青 希伯來二 1/7（四） 09

A 養樂多 1/7（四） 19
A 迦  勒 1/9（六） 15
B 漾爸媽 1/4（一） 09
B 9214 1/5（二） 10
B 同  心 1/9（六） 19

主日奉獻 
13,511 

 

日 期 時  間

1/3（日） 

上午 08：

上午 09：

上午 09：
上午 09：
上午 10：

上午 10：

上午 10：
中午 12：
中午 12：

1/5（二） 
上午 10：

下午 02：
晚上 07：

1/6（三） 晚上 07：

•何應勤（長老 128）•
•鄧台山（傳道 125）•章瑤琴

•徐世偉／張雅晴（
•黃能敬（傳道 124）•陳道維
•陳尚志（幹事 209）•霍恩洪
總機：(07) 235-1622，傳真

信箱：church7s@ms4.hinet.net
網址：www.kc7schurch.org.tw

地址：高雄巿新興區 

本週聚會日程表 

本週靈修進度 
每日靈修經文 日 期 每日靈修經文
提後 03：01-04 01/04〈一〉 提後
提後 03：08-09 01/06〈三〉 提後
提後 03：12-13 01/08〈五〉 提後
提後 03：16-17 01/10〈日〉 提後

本週小組日程表 
時間 聯絡人 分區 組 別 

15：00 汪瑞玲 B 合  一 1/
09：30 張  力 C 希伯來(日) 1/7
19：30 王冠琳 C 應  許 1/9
15：00 洪淑蔭 C 希伯來(一) 1/9
09：40 李真玉 C 撒母耳 1/9
10：00 吳惠珍 學牧 大  專 1/9
19：00 張玉蘭 學牧 米  蟲 1/9

上週奉獻表 
什一奉獻（21 筆） 感恩奉獻

209,600 

間 聚會名稱 
：50 為萬國禱告 

：00 國語第一堂崇拜 
台語崇拜 

：20 歌羅西書 
：30 信仰之旅 
：05 樂 活 詩 班 

：30 
兒童主日學 副堂
學 青 崇 拜 
為萬國禱告 

：40 國語第二堂崇拜 
：10 兒主同工會 
：30 歡慶更新聯合聚會 

：00 查 經 班 
喜樂成長班 

：30 肌力訓練班 
：30 詩 班 練 習 
：30 禱 告 會 

•吳榮典（長老） 
章瑤琴（傳道 121） 
（傳道 122） 
陳道維（傳道 126） 
霍恩洪（幹事 210） 
傳真：(07) 236-2106 

church7s@ms4.hinet.net 
www.kc7schurch.org.tw，郵政劃撥：41937351 

 七賢一路 467 號 

七賢 LINE 官方帳號

主日直播/重要信息

週報/週報夾頁

每日靈修經文 
提後 03：05-07 
提後 03：10-11 
提後 03：14-15 
提後 04：01-02 

日 期 時間 聯絡人 
1/9（六） 19：30 劉敏慧 
1/7（四） 10：00 巫美蓮 
1/9（六） 10：00 霍恩洪 
1/9（六） 15：00 林立千 
1/9（六） 19：30 薛天琪 
1/9（六） 16：00 陳道維 
1/9（六） 19：00 陳道維 

感恩奉獻（18） 
70,700 

地  點 

大 會 堂 

台 語 會 堂 
六樓(603 教室) 
五樓(503 教室) 
五樓(505 教室) 
副堂、二樓教室 
六樓(602 教室) 

大 會 堂 

二樓(202 教室) 
五樓(505 教室) 
暫 停 乙 次 
五樓(505 教室) 
副 堂 
五樓(507 教室) 
副 堂 

官方帳號 
重要信息

週報夾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