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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員／講題／經文 領 會 司 琴 詩 歌 

第一堂 07:30-08:50 

地下室會堂 

商志雍長老 

【第五誡（3）：孝敬與孝順】 

出埃及記第廿章 12 節 

吳松霖 李詩青 

1. 主 我敬拜祢（讚美之泉） 

2. 因祂活著（讚美 93） 

3. 願耶穌的榮美從我顯現（讚美 223） 

4. 回應詩歌：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林志寰 

方榮平 

敬拜團 

1. 將天敞開（讚美之泉） 

2. 恩典已降臨（生命河） 

3. 從這代到那代（讚美之泉） 

4. 榮耀的呼召（讚美之泉） 

5. 回應詩歌：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黎仁明牧師 

【無論如何】 

腓立比書第一章 20 節 

李照斌 

歐陽盛蓮 
⿈⼦恩 

1. 讓我靈得自由 

2. 盡心盡力來敬拜 

3. 耶穌掌權 

4. 照常顯大 

福音中心 10:00-11:30 葉光洲長老 林金瑩 李肯欣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傅俊魁 章主恩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郭傳美 葉  昇 

黃宗欽 

新樁小組 

第三堂 楊家菱 新生小組 

悅齡敬拜 翁⽟芬  王江秀燕/曹劉碧霞 

當日聚會場地 

時 間 主 日 聚 會 地            點 

07:00 清晨守望禱告 2 號地下室副堂 

09:10 /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 / 4-6 歲：3C＆3E / 7-11 歲：4 樓 

09:10 青少年預備班 成功中學 4 樓 410 教室（音樂科資源中心二） 

09:10 尋真團契（13-15 歲） 成功中學 4 樓教室 

09:10 慕義團契（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0:00 福音中心 南京東路三段 311 號 8 樓（敦化國中對面） 

教會異象： 因為愛，我們服事 

教會使命： 我們要建立一群成熟（活出愛）的基

督徒，靠著 神的恩典，來服事這世

代的華人及教會。 

 年度主題：放膽傳福音 

年度經文：6 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
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使徒行傳 3:6-8） 

 
頌讀專欄 具體表現：我要向人見證耶穌復活的大能 
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 神；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
滿心希奇、驚訝。 （使徒行傳 3:9-10） 



第五誡（3）：孝敬與孝順 

日期：2020年 1月 19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商志雍長老 

經文：出埃及記第廿章 12節 

I. 聖經的孝敬與傳統的孝順相似之處 

1. 尊親之孝：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箴言 1:8 

2. 不辱之孝： 

戲笑父親、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他的眼睛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為鷹雛所吃。

 箴言 30:17 

3. 能養之孝： 

耶穌回答說：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命呢？ 神說：當孝敬父母；又

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

作了供獻，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藉著遺傳，廢了神的誡命。 

 馬太福音 15:3-6 

II. 孝敬的獨特之處 

1. 培養忍耐受苦的心志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

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

裡的人。 馬太福音 10:34-36 

2. 主居首位更愛家人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

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馬太福音 10:37-38 

3. 離開父母與配偶聯合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創世記 2:24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對於孝敬和孝順，我有什麼新的認識？ 

2. 我要如何在孝敬中培養忍耐受苦？ 

3. 我要如何讓主居首位並更愛家人？



教會動態  

1. 1/26（下主日）適逢大年初二，主日聚會只

有一堂10:00-11:30；2樓悅齡敬拜同步播放

地下室大堂敬拜，愛宴暫停乙次。請弟兄

姐妹們留意。 

2. 春節連假/寒假期間，育成部聚會更動，請

家長和學生們留意週報第4頁更動細節。 

3. 「第一季造就班」報名適逄春節期間，為因

應弟兄姐妹返鄉過年，順延至 2/2（主日）

報名截止，尚未報名的弟兄姐妹請速洽主

日櫃臺。 

4. 2020年2月份的靈修材料「每日活水」已經

出刊，弟兄姐妹可至櫃臺購買。 

5. 宣教處看板2019集書籤換禮物活動，將在

1/19（本主日）結束登記。請已集滿8張書

籤以上的弟兄姐妹們，帶著書籤到櫃臺登

記，宣教處將致贈神秘小禮。 

6. 1/19（本主日）13:30英文團契在教會4樓聚

會。聚會由羅惠敏傳道帶領英文查經：雅

各書第一章。歡迎參加！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請持續記念澳洲，野火已延燒五個多月，造成生

態浩劫，求主施恩憐憫，降下甘霖，止息野火。 

《為萬國禱告》索馬利亞聯邦共和國 

1. 請為東非的索馬利亞禱告，政府幾乎沒有任

何功能，經濟崩潰，全國超過半數的居民需

要靠國際組織援助，否則難以溫飽。 

2. 在這個人口 1,170 萬國家，基督徒人數只有幾

百，雖然基督徒人數少和風險大，主要逼迫

來自最龐大的暴力激進伊斯蘭組織—青年黨

統治著很多鄉郊地方。求 神讓索馬利亞信徒

之間有充滿活力的團契生活，在信徒中興起

成熟和敬虔的榜樣人物。 

3. 求 神削弱青年黨等激進組織的影響力，賜政

府智慧和勇氣去對付他們。求主在索馬利亞

建立祂的國，興起更多有智慧、能夠彰顯 神

的愛的工人去收割莊稼。 

《菲律濱納卯福音隊》2/4-11（八天） 

1. 請為七位福音隊員黃華敦、張筱玲、陳聰進、

陳采甄、洪茂榜、尤曉貞、魯平正禱告，農曆

年前工作及課業上的忙碌，求主保守大家的

身心靈平安健壯，工作、服事或課業考試能

順利完成。 

2. 為行前各樣預備不疏漏，有 神的同在與提醒

禱告。 

3. 為每一個被接觸到人的禱告，求 神預備他們

的心能認識耶穌，生命得著更新。 

4. 為黃錦鴻宣教士全家禱告，當地的聯絡、預

備及接待上，有聖靈的幫助。也願福音隊帶

給他們支持、安慰與鼓勵。 

5. 位於首都馬尼拉南方 65 公里的塔爾火山 1/13

（一）清晨噴發熔岩，引發超過 50 場地震，

大量閃電雲霧湧現。求主保守福音隊行程航

班交通的順利及平安。 

 

 

 

 

2020 年復活節詩班報名開始囉！ 

今年復活節主日，我們要透過清唱劇，再次思想和體會耶穌與

我們的關係；祂為我們而生，也為我們而死，更因著耶穌的復

活，我們就有永恆的盼望、有活潑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報名，加入今年詩班獻唱的陣容。 

清唱劇練習時間為 2/9-4/5 每主日 13:30-15:30、 

  4/5（主日）13:30-17:30 總彩排。 

*初次參加的弟兄姐妹須參加 2/2（主日）12:40-13:10 試唱 

（地點為教會 7E 教室），以分配聲部。 

請於 2/2（主日）前至櫃臺填寫報名表。 

媽媽共學團招生  開學日：2/18（二） 

在這裡，我們看重妳和孩子，從兒童發展心理學的觀點幫助妳

調整照顧孩子的步伐，以最適合方式啟發他們健康成長。 

◎邀請對象：家有 6-12 歲學齡兒的媽媽（25 名） 

◎時間：每月單週星期二 13:00-15:00 ◎地點：教會  

◎內容：親職教育、交流分享。 ◎費用：每學期$350                                             

招生聯絡人：梁淑雯姐妹 聯絡電話☎0952917318 

馬天鳳姐妹 聯絡電話☎0929636309 

日野脊椎回復操－健康整脊自己喬 

農曆春節後，該動動了！自己的身體，和家人朋友作伴相顧 

～教練特地加開週末班，讓上班族也一起動起來～ 

教練：王美玲姐妹  費用：800 元（共八堂課） 

家人結伴或基督徒帶未信主的朋友享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日期：週六班 2/1、8、22、3/7、21、4/11、18、25 

 週三班 2/19～4/15（4/1 不上課） 

時間：14:00-15:00 地點：教會 2 樓 

主辦：合家歡協會 連絡電話：(02)2351-8331 

匯款：中華郵政（金融機構代號 700）存簿儲金（分行代號

0021）帳號 0002001-0051164，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合家歡協會 

或上班時間親至協會（教會 5 樓 D 室）繳費 

第一堂為講座，第二堂起請自備瑜珈墊、毛巾與

水杯 *場地因素、名額有限，請及早報名！ 

送紅包傳福音 林南“泰”溫暖 

石榮英宣教士後援會邀請您一起做「在地」的宣教工作！農曆年

假期特別為泰勞舉辦的福音營，您的奉獻將使這項服事工順利進

行，讓世界再次感受到「林南泰溫暖」。捐助請註明「為泰勞福

音營」，在 1/19（本主日）投入奉獻箱。 



本週壽星 弟兄：張秉忠、楊榮恩、林均鴻、許志維、詹宜澤、梁惟新、龔家恩、王興國 

   姐妹：葉聿文、謝依君、唐禎琪、李奕青、邱家潔、楊鳳珠、洪語心、栗子菁、林質心、 

  林  琳、李玲慧、黃皓雲、劉蓋玉資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悅齡敬拜 合計 週三禱告會 福音中心 

人數 79 169 182 71 501 24 81 

 
 

堂別 
幼幼-2 
0-3歲 

幼幼-3 
0-3歲 

幼兒-2 
4-6歲 

幼兒-3 
4-6歲 

兒童-2 
7-11歲 

兒童-3 
7-11歲 

兒童 
安置 

青少年
預備班 

尋真 
13-15歲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3 4 7 11 25 15 11 10 26 9 13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建 堂 場 地 泰溫暖 福音中心 

筆  數 -- 45 筆 6 筆 1 筆 2 筆 5 筆 13 筆 

金  額 16,300 376,700 20,000 1,000 10,400 6,500 45,501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26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新春主日 

10:30 -12:00 
李瀞淵 

長  老 

游玉菁 

陳雯嫻 

大詩班 

胡若眉 
葉  昇 

李國寧 

劉海湘/蘇慧娜 

劉素玉/張熒真 

洪千雅 

悅齡敬拜 曹⿈美慧/陳⽉螺 

福音中心 
葉光洲 

長  老 
新春敬拜見證分享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Church+APP  

本堂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二號底樓   電話：2393-5542       傳真：2396-0362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台灣銀行 城中分行 帳號：045-004-13017-2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週間聚會請上本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育成部聚會更動 
春節連假/寒假期間，育成部聚會更動，請家長和學生們留意： 

組    別 更      動 

兒童主日學（0-6 歲） 
‐ 1/26（下主日）7D 教室開放家長自行安置（同步播放大堂敬拜） 

‐ 2/2（主日）正常上課 

兒童主日學（7-11 歲） 
‐ 1/26（下主日）小朋友請隨父母參與大堂敬拜 

‐ 2/2（主日）正常上課 

青少年預備班（12 歲） 
‐ 1/26（下主日）暫停乙次 

‐ 2/2（主日）與尋真聯合聚會 （成功中學 1 樓穿堂 10:30 結束） 

尋真團契（13-15 歲） 
‐ 1/26（下主日）暫停乙次 

‐ 2/2（主日）與預備班聯合聚會（成功中學 1 樓穿堂 11:00 結束） 

慕義團契（16-18 歲） 
‐ 1/26（下主日）暫停乙次 

‐ 2/2（主日）參加寒假靈修營（1/31-2/2） 

真愛團契（19-25 歲） 
‐ 1/25（六）暫停乙次 

‐ 2/1（六）參加寒假靈修營（1/31-2/2） 

 

mailto:purpose@linnan.org.tw
http://www.linnan.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