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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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翎長老 

【我們與耶穌的距離】 

馬太福音第廿章 20-28 節 

回應詩歌： 

你真肯嗎 恩主問道（讚美 419） 

吳松霖 黃子琦 

1. 谷中百合花（讚美 333） 

2. 親近更親近（讚美 371） 

3. 主 我願像祢（讚美 211）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 陳雯嫻 

1. 谷中百合花（讚美 333） 

2. 圍繞我（讚美之泉） 

3. 榮耀的呼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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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正寧長老 

【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詩篇第十九篇 7-14 節 

蘇韞⽟ ⿈謙和 

1. 我們又在一起（新歌頌揚） 

2. 感謝 神（讚美 15） 

3. 雲上太陽（讚美之泉） 

4. 祢的話（天韻）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章主恩 駱家珍/李盈錚 

第二堂 胡若眉 黃宗欽 

林穎真 

馨香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標竿小組 

悅齡敬拜 謝慧純 鍾坤岳 陳⽉螺/李明鏡 

當日聚會場地 

時 間 主 日 聚 會 地            點 

07:00 清晨守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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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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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福音的盼望 

年度經文：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做準備，以溫柔、敬畏的

心回答各人。                                               （彼得前書 3:15） 

具體表現：讓人從我身上看見基督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

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書第二章 9 節）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拉太書第三章 27 節） 



我們與耶穌的距離 

日期：2021 年 1 月 31 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温  翎長老 

經文：馬太福音第廿章 20-28 節 

20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她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他一件事。21耶穌說：「你

要甚麼呢？」她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

邊。」22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嗎？」他

們說：「我們能。」23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

我可以賜的，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24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們弟兄

二人。25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

束他們。26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27誰

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28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

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一、我們蒙召是  

二、我們所求乃是  

三、我們的主是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我記得蒙召的經驗嗎？請回想，並為此感恩。 

2. 什麼是我覺得可以服事教會及家人的地方呢？ 

3. 作為 神的兒女，我想如何分享祂的恩典？



教會動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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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應疫情現況，以下聚會異動： 

1) 原訂1/31（本主日）下午的「音樂

同工新春聚會暨下午茶會」以及「

愛心跳蚤市場」活動延後舉辦。 

2)  2/12（五）大年初一「新春敬拜」

取消。將由長老們以影片向弟兄姐

妹們祝福。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為今年教會成長的方向及主要重點「見證

福音的盼望」禱告。讓弟兄姐妹們預備自

己成為宣揚 神福音的器皿。 

【為教會肢體禱告】 

蔡宗榮弟兄於 1/25（一）安息主懷，將訂

3/13（六）14:00 假林森南路禮拜堂舉行追

思禮拜。求 神安慰家屬的心並為喪葬安排

順利代禱。 

【宣教關懷】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1. 感謝 神，在台灣停留期間，讓石榮英

宣教士參與華人宣教士關顧的事奉，有

機會接觸年輕人，期望能培育新一代的

福音使者；同時，可以在台灣用泰文傳

福音或是陪伴新宣教士，並有機會能學

緬文，為未來回泰國可以事奉緬甸人。 

2. 請為 1-2 月緊密的服事禱告：1/24-29

台南短宣隊、1/31 林南兒童差傳年會、

2/12-14 泰勞福音營。為每個營會的參

與者都被 神得著，服事同工有強健的

身體及美好的配搭禱告。 

3. 為回泰國事奉的路禱告，預計二月底退

休後申辦泰國的養老簽證，請為辦理過

程中都順利代求。 

 

 

 

英文團契講座【如何提昇英文寫作技巧】 

由 Rommy 秦國明弟兄主持講座，傳授提昇英文寫作的技

巧，歡迎大家廣邀朋友來參與。 

關於講員-Rommy 秦國明弟兄：秦弟兄從事法律工作，生

長於香港，自幼至大學畢業接受英語教育。英國阿伯丁大

學法學研究所畢業。 

時間：1/31（本主日）13:30-15:30  地點：教會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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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農曆年假期有特別為泰勞舉辦的福音營，我們在此邀

您奉獻，使這項服事泰勞的事工能順利進行。讓今年的泰

勞福音營再次感受到“林南泰溫暖”。 

請註明“為泰勞福音營”，在 1/31（本主日）投入奉獻箱 

參與宣教從禱告開始 

邀請大家一同加入：改變世界的旅程—為萬國禱告。 

每週在教會 Church+影音頻道中更新，觀看影片及為一個

國家禱告。 

三三共學會  歡迎來做伙 

第三屆豐盛第三人生課程概念篇即將開課了！ 

開課日期：3/6（六） 

報名截止：2/21（主日）（早鳥報名：2/9 前） 

本次課程共 7 次（40 小時），課程主

題包括：準備好沒煩惱、健康自主管

理、危機處理流程、正向美好回憶、

再創生命高峰、三業共構規劃、溫馨

陪伴之旅。 

更多課程資訊與報名方式：請洽櫃檯索取報名表或掃

QR Code 參看線上報名單 

春季水禮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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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造就班 

第一季造就班將於 1/31（本主日）截止報

名，請把握最後機會，儘快至主日櫃臺填寫

綠色報名表或掃瞄右方 QRcode，亦可至

church plus 連結網址報名。 



本週壽星 弟兄：孫乃云、洪靖堯、李峰輝、莊聰元、王惠民、鄭家常 

   姐妹：陳寶琳、余庭孜、胡慧中、劉仁薈、陳文娟、陳佩璇、游玉菁、葉肖梅、洪春梅、 

 王湘怡、廖育珩、吳佳純、王昀中、林秋美、沈燕莉、朱榮珍、曾美惠、吳雅芬、 

 鄭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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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69 158 105 61 39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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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 8 24 9 8 5 30 20 9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宣 教 感 恩 金 山 泰溫暖 

筆  數 -- 32 筆 4 筆 1 筆 1 筆 1 筆 8 筆 

金  額 63,351 171,001 17,600 3,000 3,600 2,000 13,5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2/7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瀞淵 

長  老 

吳松霖 吳麗秋 傅俊魁 李國寧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高志明 

葉聿文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吳松霖 

長  老 
錢睿煌 蔡毓芳 謝慧純 胡兆輝 陳博明/程淑姬 

109年十二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44,110 1.捐贈奉獻費用 $333,379 12.書報費 $21,040 

2.什一奉獻 6,269,664 2.供給 1,082,835 13.退休金費用 81,893 

3.感恩奉獻 332,920 3.保險費 235,942 14.租金費用 365,834 

4.其他奉獻 140,325 4.印刷費 60,149 15.購置設備 22,448 

5.宣教事工奉獻 22,200 5.修繕費 56,494 16.郵電費 15,760 

6.利息收入 1,398 6.神學生補助 40,500 17.文具用品  1,080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6,910,617 

*109 年度結餘 $1,691,799 

*差傳奉獻轉出 $297,000 

*靈修院奉獻 $24,000 

*建堂奉獻 $5,000 

7.活動費 63,171 18.特支費 6,989 

8.什費 122,085 19.水電費 7,185 

9.暫付款 -58,087 20.訓練費 3,600 

10.其他費用 3,911 21.勞務費 4,000 

11.*應付帳款 2,216,405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4,686,613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應付帳款：含 10-12 月健.勞.勞退保險金.年加發金.印刷.水電. 

郵電費等應付未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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