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福教會對同性戀的看法與立場 

~~節錄自台福總會法規~~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所以，基於上帝憐愛世上罪人，恨惡世上罪惡的原則，

台福教會反對同性戀的行為，但對同性戀者抱持愛其靈魂的

心，願盡力協助他們認識救主基督，回歸上帝造人的美意。 

 首先，根據基督信仰，我們所否定的，不是有同性戀傾

向或身為同性戀者的「人本身」；我們所拒絕的，是聖經認

為是犯罪的同性戀行為。 

 第二、社會與教會都應尊重並關心同性戀人士的基本人

權，因為他們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一同享有生存、工

作、受尊重、住屋等權利，因此，我們需要學習從尊重每個

上帝造的人的角度，來面對、關心他們的權益。 

 第三、聖經的確很清楚的譴責同性戀行為是罪，但聖經

同時也責備姦淫、貪婪、不信、偽善、論斷、自以為義等

罪。 

 第四、教會除了一方面藉由專業牧者與輔導人員，帶領

贏得同性戀者歸向上帝外，更有責任推動基督化婚姻與家庭

事工，使合上帝心意的婚姻與家庭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不

僅是在教會內被教導並實踐，更將它們實際呈現於社會中，

並在社會中倡導、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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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有所保留的神蹟 

【經文】列王記下 13:14-25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  以色列人在亞蘭人的欺壓之下，窮得只剩五十馬兵，十輛戰

車，臨死的神人以利沙告訴前來探望的以色列王約阿施說，即

便如此仍然可以完勝亞蘭人，有可能嗎？ 

一. 耶戶家的   ：耶戶的子孫都  ，他們為自己的權

位，總是  ，在極度困難時才   。 

二. 有限度的   ：當人不盡心侍奉神，他對神的話是 

   ，結果帶出有限度的      ，有限度的   ，

與神有限度的作為。 

三. 要完勝要   ：神是   的神，如果我們相信神能用我們

成就完勝就要       ，才有可能開啟完勝的   。 

結論： 約阿施王因為     而錯失完勝的機會

只得到暫時的解脫。我們別因眼前困境而失去   ，

全心相信採取行動，就要經歷        。 

討論問題： 

1. 從經文中，亞哈斯與約阿施父子兩位以色列王是存什麼樣的心求告

耶何華神的？ 

2. 約阿施如預言，三次打敗亞蘭人，這給以色列國帶出什麼影響？ 

3. 你敢夢想嗎？你夢想的完勝是什麼？你準備怎樣開始〝取箭打

地〞？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王炳欽 王炳欽 黃寶儀 王炳欽 姜明磊 李基藏 董家驊 李基藏 

領詩 聖潔石 黃慧琥 For Jesus 詹雪貞 生命加倍 孫主立 For Jesus 王碧利 

值星 Jerry 張曉玲 羅子甯 黃獻瑞 Jerry 張曉玲 楊志博 黃獻瑞 
音控 趙佐 趙佐 

廖科富

王雪峰 趙佐 趙佐 

廖科富

張振琳 

招待 榮光 新生 故鄉情 榮光 新生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新生 故鄉情 郭克倫 新生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24,428.27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3.05 成人  700  168  102 
感恩              $110.00 兒童      129        111  
宣教           $2,270.00 共計      829  279      102  
 Santa Anita 療養院 48 人 / 長春大學 45 人 
 巴拿馬禱告站 10 人 / 慈博療養院 32 人 
 尊榮之家禱告站 20 人  
 聖迦福音站 15 人  
總計         $26,811.32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 正道神學院 $80.00 
 
 
 

主 日 崇 拜 禱 告 會 主 日 學 

09:45-11:00  華語崇拜（大會堂） 09:20-09:45 11:30-12:30 
10:00-10:50  兒童崇拜（2 樓）   11:00-12:00 
11:00-12:30  英語崇拜（中會堂）   10:00-10:50 
11:15-12:30  台語崇拜（大會堂） 09:15-09:50 (118) 10:00-11:00 
11:15-12:30  華語青年崇拜（小會堂）   10:00-11:00 
12:30-           午餐交誼 

週三禱告會  7:30-9:30pm 禱告會 (中會堂 # 115 ) 

週六晚崇拜 6:30pm 禱告會   5:00-6:00pm 成人主日學 ( # 119E ) 

 7:00-8:30pm 英文青少年崇拜 (118)   6:15-7:00pm 晚餐交誼 ( # 119 )   

 7:00-8:30pm 華語成人晚崇拜(大會堂)   6:50-8:50pm 兒童 AWANA (小會堂)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台灣短宣隊 07/06-18 在屏東與外埔台福教會，舉辦

VBS 向社區學童宣教。短宣隊還將探訪屏東青少年中途之家與監

獄，請為團員的身體健康，旅途平安與當地同工配搭，以及能帶領

許多人認識主禱告。為七月底至八月初的 Navajo 短宣禱告，目前

需要隨團成人輔導，求神差派有負擔的成年人同行。短宣經費尚

短缺，求神感動弟兄姊妹，一起為宣教奉獻。尊榮之家將於 7/19
開始主日崇拜，求神賜下合一的心給這群弟兄姊妹，用恩賜配搭，

同心向社區傳揚福音。 

 為肢體禱告：為李秀卿姊妹得醫治早日出院禱告。為江輝龍弟

兄的遺族得安慰及早日信主禱告。為宜薇姊妹癌症得醫治禱告。 

 為世界禱告：巴爾卡爾人約有十萬人，他們是居住在俄羅斯南部高

加索山區的未得之民，大多信奉回教遜尼派。部分聖經已經翻譯成

他們的語言，但目前沒有任何宣教士在他們中間工作。求神興起宣

教士到他們中間工作或藉由福音電視、電影將福音帶到他們中間。

2015 宣教 – 消息與代禱 

【聖迦台福教會】 
1. 感謝主！陳老姊妹(小毛)、張良、洪菀檥、張涵瑜已向劉牧師報

名，將於 8/2 主日崇拜當天受洗歸入主名，求神賜福，請為當天一

切順利代禱。 
2. 感謝主！洪小茹姊妹與女兒張涵瑜，以及姪女洪菀檥，已於上週五

到達我們當中，並已參與教會服事。 

【巴拿馬禱告站】 

1. 祈求主為我們揀選並帶領牧者前來巴拿馬，為福音事工的開展以及

門徒的信心做見證。 

2. 歡迎新朋友 Kevin 弟兄來參加聚會，感謝神的帶領。並祈求聖靈動

工讓教友們彼此以愛相互扶持，使福音傳揚而將榮耀歸於神。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為 7/19 即將在 Glenkirk 教會開始主曰崇拜代禱。上帝的心意要藉著 

「尊榮之家福音基督教會」將健康、幸福和希望帶進人群，轉化這

個地區！ 
2. 請為 7/19 開始崇拜的籌備事項代禱！ 求主成就我們所做的一切，

使我們手所辦的一切事都蒙福，並且歡樂在其中。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我的人生若不能下定決心，把親近上帝的時間空出來， 

就不可能與上帝親密同行了。」 

Bill Hybels（美國柳溪教會創辦人） 
 

 

簡易的靈修方式（每天 10 分鐘，操練靈修） 

1. 禱告：求聖靈引導 

2. 讀經：領受神的話 

3. 默想：思想神的話 (默想一節經文、一個故事、或一個主題) 

4. 回應：以順服的心領受神的話，向神訴說你的祈求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7/05 日 王下 15:1-16 亞撒利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為什麼

邱壇沒有廢去？他晚年的結局如何？ 

7/06 一 王下 15:17-38 本段經文記述北方以色列國一共換了幾個

王？什麼原因使那地的居民被擄亞述？ 

7/07  二 王下 16:1-9 南國猶大亞哈斯王作了什麼耶和華看為惡的

事？他在位時，誰來攻擊他？他如何解危？ 

7/08 三 王下 16:10-20
為什麼亞哈斯要帶回大馬士革壇的圖樣建

壇？有什麼理由使他迎接亞述王過於敬畏

神？ 

7/09 四 王下 17:1-12 北國以色列最後一個王是誰？他被哪一個王

所擄？擄到哪裏？請敘述他被擄的經過？ 

7/10 五 王下 17:13-23 從北國亡國的教訓，神仍藉先知警告南國猶

大，要如何行才不至惹耶和華的怒氣？ 

7/11 六 王下 17:24-33 
為什麼亞述王要在撒馬利亞殖民，為何亞述

王要派一個被擄的祭司回去教導那些民？ 

 



教會報告事項 

 全教會靈修教材『活潑的生命』：敬請各團契代表於本主日中

午 12:30-1:00 到大堂招待處領取 7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暑期短宣隊：台灣短宣隊，已於 7/3 出發，分別前往屏東及

外埔 (台中地區) 的台福教會，帶領暑期兒童英文營 (VBS) 、
探訪青少年中途之家及監獄。Navajo 英文短宣隊，將於

7/27-8/2 前往亞利桑那州的 Flagstaff 帶領兒童戶外聖經活動。

台灣短宣隊的經費目前尚缺$6,130，敬請弟兄姊妹為短宣隊代

禱及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EFCLA，備註-台灣短宣或 Navajo
短宣。 

 宣教分享：張典育牧師夫婦將於 7/10 週五晚 8 點在小會堂分

享宣教事工，歡迎團契小組一起來參加，讓我們有份與耶穌基

督所賦予你我的大使命，並且支持我們的宣教士。 

 『親近主， 經歷聖靈』特別聚會： 7/28 週二晚上 7:30-9:30、

7/29 週三晚上 7:30-9:30，教會特別邀請台北五股禮拜堂趙曉

音牧師前來傳講『親近主， 經歷聖靈』的特別聚會。經歷聖

靈，住在主裡面，是基督徒得力的來源、得勝的秘訣，趙牧師

將教導我們如何持續的親近主保持主的同在。聚會內容包含詩

歌敬拜，信息，和禱告服事。請弟兄姐妹預留時間，一起來領

受神賜下的恩典和啟示。(因趙牧師遺失護照，7/4 週六晚崇拜

由王炳欽牧師證道)。 

 午餐報告：教會以$3.50 的價錢向餐廳購買午餐便當，是為要

鼓勵弟兄姊妹利用午餐時間，有更多的交流與互動，所以建議

弟兄姊妹以$2.00 奉獻來享用午餐，希望弟兄姊妹只拿取自己

吃的份量就好，讓崇拜晚結束的弟兄姊妹，也能一起享用午

餐。若有剩餘的便當，午餐結束後，服事的人員會販售便當，

歡迎弟兄姊妹再奉獻及拿取所需的份量，謝謝大家的合作。 

 特別報告：7/7 週二牧師室補國慶日假日一天。黃寶儀牧

師將於 7/8-14 休假。教會的大鐵門欄杆 Gate，週一到週四

下午 6 點鐘之後會全部關閉，因週二、三、五、六晚上有聚會

及崇拜，大堂前面的 gate 會打開，直到聚會結束才關。敬請

弟兄姊妹留意。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週六及台、華、青年崇拜中舉行，敬請弟

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8/2(主日)在簽到簽出處開始兒童主日學及

Awana 新年度的註冊，敬請各為家長留意。 

其他報告事項 

 總會婦女裝備會：7/6(週一)上午 10:00-12:00 在正道神學院培

育中心(LTI)教室，邀請陳敏欽牧師分享，主題：「經卷式的

查經」，會後備有便餐，歡迎弟兄姊妹一起來參加。 

 台福總會第卅二屆靈修會：由總會婦女會主辦，邀請生命河靈

糧堂劉彤牧師主講，主題為《成為神蹟的器皿》，將於 7/17 
(週五上午 9 點報到) ~ 7/18(週六下午 5 點結束)在本教會舉行 
(週五晚上開放免費參加)，參加費用一天$20、兩天$35。另有

專題，由雷雪倫博士主講-活出聖潔、黃成培牧師主講-絕處逢

生、陳敏欽牧師主講-聖靈與教會。敬請弟兄姊妹踴躍向小組

長或主席報名參加。詳情請參閱教會佈告欄的海報，或上網查

詢 http://www.efcwomen.org。 

 正道培育中心夏季課程：約書亞記生命讀經/鍾李英老師 (7/7-
8/25 每週二晚)、利未記研讀 /徐健牧師(8/6– 9/24 每週四晚)、
新約希臘文 II/程嫣老師(8/6-10/8 每週四晚)、自我認識與成長/
劉王仁美師母(8/27-10/15 每週四上午)、親密關係衝突處理/劉
哲沛律師夫婦(8/28-29, 9/12 週末密集班)、靈命造就/劉富理牧

師(8/31-10/19 每週一晚)、解經講道/陳敏欽牧師(8/25, 8/27, 9/1, 
9/3, 9/5 密集班)。網路課程(7/20 開始上線)：e-聖經與家庭 /林
國亮牧師 ，e-神學精華 /陳愛光牧師&雷雪倫博士，e-協輔 I-
傾聽他的心/傅立德牧師，e-歸納法查經/周淑慧牧師 。以上課

程報名請洽：626-571-5111，www.les.edu/cn/lti。 

~大衛夢想家~ 王炳欽牧師 

    大衛，三千年前迦南地一個放羊又長年被父兄忘記的孩子，有一

天突然被膏，神說他會當以色列人的王，真是有如作夢一般。但如

果大衛不敢夢想神的預言，安於現狀而不敢採取任何行動，神的預

言仍舊只是預言，而大衛終究仍是耶西的兒子，那個放羊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