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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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誡（1）：勝過忿恨】 

出埃及記第廿章 13 節 

回應詩歌：生命活水充滿我 

陳文元 楊渝婷 

1. 唯有耶穌（讚美之泉） 

2. 祢是配得（讚美之泉） 

3. 生命活水充滿我（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温  翎 

洪玉玲 

大詩班 

1. 開啟雙眼（新歌頌揚） 

2. 榮耀祢聖名（新歌頌揚） 

3. 我心靈得安寧（讚美 296） 

4. 詩班獻詩：永遠的光 

5. 願主賜福看顧你（讚美 474）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小詩班 

【一生最美的祝福】 
李  豔 郭喆軒 

1. 讓讚美飛揚（讚美之泉） 

2. 耶和華祝福滿滿（讚美之泉） 

3.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讚美之泉） 

4. 願主賜福看顧你（讚美 474）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李國寧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胡若眉 葉  昇 

黃宗欽 

周雅苓/洪千雅/張熒真/劉素玉 

第三堂 黃信恩 詹宜澤/吳燕玲/李盈錚/王永翔 

悅齡敬拜 章慧玲  曹⿈美慧/洪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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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09:10 尋真團契（13-15 歲） 忠孝東路一段 76 號 7 樓（「春芳號」手搖飲料店樓上） 

09:10 慕義團契（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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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難逼迫，我仍要勇敢見證耶穌復活 
1 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祭司們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2 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

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惱，3 於是下手拿住他們；因為天已經晚了，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4

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到五千。 （使徒行傳 4:1-4） 



第六誡 (1): 勝過忿恨 

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商志雍長老 

經文：出埃及記第廿章 13 節 

出埃及記 20:13 不可殺人。 

I. 舊約和新約的標準是否一致？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

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斷；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

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馬太福音 5:21-22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雅各書 1:15  

II. 忿恨的特質 

1. 忿恨是慢性的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以弗所書 4:26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詩篇 103:9  

2. 忿恨是會傳染的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箴言 15:1   

3. 忿恨會造成傷害 

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 詩篇 37:8   

III. 聖經中的個案研究 

摩西、亞倫就招聚會眾到磐石前。摩西說：你們這些背叛的人聽我說：我為你

們使水從這磐石中流出來嗎？摩西舉手，用杖擊打磐石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

來，會眾和他們的牲畜都喝了。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們不信我，不

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

 民數記 20:10-12  

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擅自專權！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

們中間，你們為什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眾呢？摩西聽見這話就俯伏在地。

 民數記 16:3-4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對於第六誡，我有什麼新的認識？ 

2. 我生命中是否有尚待處理的忿恨？ 

3. 我要請弟兄姐妹如何幫我禱告，以便按照聖經原則處理忿恨？



教會動態  

1. 2020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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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內利金山靈修園區於 3/7（六）舉辦

服事體驗活動，有意者請至主日櫃臺報名

或洽蔡瑤芳秘書（教會分機526）。 

3. 「活力婚姻」夫妻營會，4/17（五）19:30-

21:30、4/18（六）9:00-21:30（含晚宴）、

4/19（日）14:10-17:50，上課三次。需要

夫妻一起參加，不限婚齡，7對以上，20對

以下。參加費用，每對收費2200元（含餐

費）。3/7（六）報名截止（請洽黃添妹秘

書，分機506），現已達開課人數，鼓勵夫

妻繼續踴躍報名。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感謝 神！本堂於2018年3月11日在敦化北路拓

植的林南福音中心，已於2019年11月28日順利

成為獨立之社團法人，並命名為「臺北基督徒

A&S禮拜堂」(Arise & Shine 興起、發光)，為本

堂之植堂。求 神保守、帶領、賜福，願彼此代

禱、廣傳福音，使信徒的生命持續得著造就。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為能和一些村子的村民，有更周延的談到

關於耶穌的話題，更深化彼此的關係；認

識一些新朋友，建立新關係，可以跟他們

介紹耶穌感恩。 

2. 警政單位對我們的關切指數降低，我們鬆

口氣，也很感謝 神。 

3. 神賜下服事所需的恩惠和能力，並保守我

們的身心靈，感謝 神並持續代禱。 

4. 請提名為游奶奶和阿貴夫妻能夠嘗到救恩

之樂代禱。為踏老師夫婦和小康一整個月

沒法聚集讀經代禱。求 神排除一切攔阻，

並加添他們心中對  神的渴慕，真實經歷 

神開道路。 

5. 懇求為稻田鄉九個村子都能夠有「平安之

家」，村民樂意讓我們每週上門講耶穌，

也邀請親友鄰居一起來聽耶穌；第九村能

夠有福音性家庭小組，每週聚集，從聖經

認識真 神耶穌禱告。 

6. 期待 2020 年高涅能舉行洗禮，主日崇拜能

開始在高棉信徒家中進行禱告。 

7. 對新冠病毒毫不設防的柬埔寨，需要 神極

大的憐憫和保守，無論情勢如何演變，求

神使用為福音效力代禱。 

 

愛的關係 

2020 年復活節期系列活動  
在經文默想、靈修、禁食和禱告中， 

與 神對話、更親近 神，享受 神的愛； 

在復活節清唱劇的詩歌和信息裡， 

思想耶穌為我們受難與復活的意義， 

體會我們與 神的關係。 

活動項目和時間 

• 復活節前 40 天禁食禱告： 

2/26-4/11（每日靈修材料透過 Church+發送） 

• 靈修見證影片：3/1-4/5 主日大堂 

• 受難日禱告會：4/10（五）19:00-21:00 教會地下室 

• 復活節清唱劇：4/12（主日）9:00-10:30、11:00-12:30  

教會地下室（第一堂主日敬拜暫停一次） 

三三共學會 歡迎來共學 
年紀大了，都希望能開創精采的「第三人生」。為此，

期盼：願意相互支持、照顧的伙伴，攜手共圓此夢！ 

共組「第三家庭」是圓夢的可行模式，讓農業社會「

割稻子相互幫忙」的自助、互助美德得以衍傳，成為

今日獨居社會裡最美的祝福！ 

為人相處，貴在相知、相惜。故此，歡迎您來「第三

共學」，共創愉悅的晚年！ 

豐盛第三人生研習會第二期即將招收學員， 

相關訊息請留意三月份上線之官網與週報-服事部。 

輔協講座「遇見 神眼中的你～心靈陪伴者指南」 
當身邊的人在困境與沮喪中，如何用 神的愛激勵他？ 

當身邊的人在自卑與挫敗中，讓他找回 神起初的創造 

你也可以成為心靈陪伴者，攜手一起與 神相會 

講員：陳利根 傳道/諮商師 地點：教會地下室會堂  

時間：3/15（主日）13:30-16:00（有托兒服務）主辦：輔協部 

  宣教講座：聖經翻譯二三事 
全世界有超過三億人 

從來沒有用自己心中最能明白的語言——母語 

聽到 神對他們的愛的故事——聖經 

時間：3/7（六）19:00-21:00 地點：教會 4樓會堂 

金克宜師母（中華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 

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我的上帝會說你們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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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壽星 弟兄：李忻維、林世釗、劉佩琨、林志寰、栗維倫、周志隆、錢睿煌 

   姐妹：彭龍英、王俐婷、柯嘉音、陳金蓮、胡雪琪、朱永華、聶文玲、蔡可容、陳春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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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49 158 55 42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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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6 10 28 11 14 9 29 13 11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宣 教 感 恩 

筆  數 -- 53 筆 7 筆 1 筆 1 筆 4 筆 

金  額 23,000 501,520 21,500 1,000 30,000 13,1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3/1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吳松霖 

長  老 

章主恩 吳麗秋 黃聖穎 林于程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林維頌 

鍾坤岳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林⾏健 

長  老 
陳建中 尤雪芳 趙  茵  陳博明/程淑姬 

109年 1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39,510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10.神學生補助 $99,000 

2.什一奉獻 1,882,972 2.供給(含加發金) 2,584,190 11.退休金費用 73,136 

3.感恩奉獻 24,000 3.演講費 3,000 12.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72,367 4.印刷費 1,470 13.水電費 40,506 

5.宣教事工奉獻 4,700 5.特支費 10,416 14.郵電費 22,041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123,549 

*109 年度結餘 - $1,233,501  

*差傳奉獻轉出 $150,900 

*靈修院奉獻 $205,000 

*建堂奉獻 $1,000 

6.修繕費 4,760 15.訓練費 5,000 

7.什費 57,386 16.書報費  225 

8.暫付款 -18,528 17.代收款 -163,496 

9.勞務費 5,0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3,357,050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悅齡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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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