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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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見證使人改變的是神
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拉著彼得、約翰；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裡，很覺希奇。 12 彼得
看見，就對百姓說：「以色列人哪，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
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
（使徒行傳 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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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膽識 得新的祝福
日期：2020 年 1 月 26 日（新春敬拜）
講員：李瀞淵長老
經文：腓立比書第二章 9-11 節

一、總是有第一次
2020 年我要把第一次傳福音獻給什麼?這需要放膽去做。

二、耶穌都知道我怕的（馬太 10:1-40）
（一）我是個平凡人能做什麼（1-4）
（二）我有許多不會的的擔心（5-15）
1. 信息內容（5-7）

2. 我有能力麼（8）

3. 擔心食、衣、住（9-13）

4. 被拒絕時該如何處理（14-15）

（三）我怕面對不同人的逼迫（16-25）
1. 公會與會堂中的逼迫。（17） 2. 君王與首領面前的逼迫。（18）
3. 即使是親屬，也會逼迫門徒。（21-22）

（四）我缺乏面對逼迫的勇氣（26-33）
（五）我捨得要付出的代價嗎（34-39）
（六）我付出許多又得到什麼（40-11:1）

三、耶穌放膽的榜樣
（一）傳福音被逼迫—看不起祂（路加 4:20-30）
（二）傳福音沒果效—沒人相信（太 11:20-27）
（三）被魔鬼試探—勇敢的拒絕（太 4: 路 4:）
（四）被猶太人試探—勇敢正面面對（太 16、19、22；路 10，約 8）
（五）禱告勝過怕上十字架的苦刑（太 26:36-46）
1. 因儆醒禱告勝過膽怯
2. 因愛而順服得著膽量
3. 因行神的旨意得榮耀

四、我怕什麼，失去了什麼？
個人默想及小組討論
1. 在傳福音的事上，我現在仍會害怕的是什麼？
2. 我想藉小組和教會學習功課？
3. 今年我要勇敢向 _________ 介紹福音

教會動態

本週代禱事項

1. 1/26（本主日）適逢大年初二，主日聚

【宣教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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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部聚會有些
更動，請家長和學生們留意週報第4頁
各組更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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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禱告會將在2/2（下主日）10:5011:35舉行，地點在教會3E小房間。歡
迎媽媽們將分別出時間，並攜帶「用
聖經祝福孩子」手冊，一起為自己、
家庭、孩子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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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12:4013:10 的試唱（地點為教會 7E 教室），以分配聲部。
請於 2/2（下主日）前至櫃臺填寫報名表。

媽媽共學團招生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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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妳我一起學習威信型教養模式，幫助親子關
係在信心、盼望、愛中安穩前進。
 在這裡，我們一起學習婚姻的相處之道和伴侶共同打
造健康家庭。
 在這裡，我們也分享喜樂哀愁，為彼此加油打氣，成
為教養路上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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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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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大家的身心靈平安
健壯，在服事中經歷從 神而來的能力
與喜樂。
2. 為每一次集訓、彩排禱告：姐妹聚會、
小組聚會、兒童營會、婚姻講座、元宵
節晚會、弟兄聚會等的教案設計及備課
都能符合當地的需要。
3. 為每一位接觸到的弟兄姐妹與他們的家
人、新朋友或慕道友、每位孩童的靈魂
禱告，求 神預備他們的心，有機會認
識耶穌，靈命得著更新。
4. 為行前各樣聚會的教具或材料、行政工
作的預備不疏漏，有 神的同在與提醒
禱告。
5. 為黃錦鴻宣教士全家禱告，在當地的聯
絡、預備及接待上有聖靈幫助。也願福
音隊帶給他們支持、安慰與鼓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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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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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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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壽星 弟兄：顏順志、林震玉、胡兆輝、范大陵、劉紹恩、孫乃云、張提右
姐妹：陸 晞、劉家惠、陳京年、林懷德、尤曉貞、郭秀玲、郭傳美、方昭文、王柳婷、
蔡春梅、周郁寒、伍善儀、邱美惠、陳寶琳、余庭孜、胡慧中、劉仁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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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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7D 教室開放家長自行安置（同步播放大堂敬拜）
‐ 2/2（下主日）正常上課

兒童主日學（7-11 歲）

‐ 1/26（本主日）小朋友請隨父母參與大堂敬拜
‐ 2/2（下主日）正常上課

青少年預備班（12 歲）

‐ 1/26（本主日）暫停乙次
‐ 2/2（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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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暫停乙次
‐ 2/2（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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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暫停乙次
‐ 2/2（下主日）參加寒假靈修營（1/31-2/2）

真愛團契（19-25 歲）

‐ 2/1（六）參加寒假靈修營（1/31-2/2）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Church+APP

春季水禮
3/7（六）將舉行「春季水禮」，即日起
開始報名。凡清楚重生得救而尚未受洗的
弟兄姐妹，請把握機會踴躍到櫃臺索取報
名表或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
聯絡人：陳聰進秘書 2393-5542 分機 531

本堂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二號底樓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週間聚會請上本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電話：2393-5542
傳真：2396-0362
台灣銀行 城中分行 帳號：045-004-13017-2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