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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靠聖靈得生  靠聖靈行事 

年度經文：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五章 24-25 節）  

本週背誦經文：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和聖靈

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

的。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書五章 16-18 節) 

                                                            

本週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 員／講 題／經 文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07:30~08:50 

地下室會堂 

陳栐坤 長老 

【不作無光的燈臺】 

士師記第十九章 1～30 節 

李清光 尤雪芳 張恩齊 林于程 橄欖樹 2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莊叔欽/大詩班 

林韋翰 
黃宗欽 

葉  昇 

萬華小組 

劉海湘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林冠穎 許知曉 雅歌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Topi Kivimaki 

【The Walls of my heart】 

 Genesis 32: 24 - 28 

楊智文 游玉真 鄭淑慧 陳卿瑞 王慧婷 

當日聚會場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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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4 號 3 樓-1 

09:00 青少年預備班 (12 歲) 2 號 4 樓會堂 

09:10 尋真團契 (13-15 歲) 中正公民會館（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8 樓） 

09:10 慕義團契 (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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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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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無光的燈臺 

日期：2014 年 2月 23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士師記第十九章 1~30 節 

一、不以    來取代讓神作主（第 1~4 節） 

『1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有住以法蓮山地那邊的一個利未人，娶了一個猶大

伯利恆的女子為妾。2
 妾行淫離開丈夫，回猶大的伯利恆，到了父家，在那裡住

了四個月。3
 她丈夫起來，帶著一個僕人、兩匹驢去見她，用好話勸她回來。女

子就引丈夫進入父家。她父見了那人，便歡歡喜喜地迎接。4
 那人的岳父，就是

女子的父親，將那人留下住了三天。於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 

（士師記19章1~4節） 

二、不以    來逃避愛的責任（第 15~21 節） 

『15
 他們進入基比亞要在那裡住宿，就坐在城裡的街上，因為無人接他們進家住

宿。16
 晚上，有一個老年人從田間做工回來。他原是以法蓮山地的人，住在基比

亞；那地方的人卻是便雅憫人。17
 老年人舉目看見客人坐在城裡的街上，就問他

說：「你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18
 他回答說：「我們從猶大的伯利恆來，要

往以法蓮山地那邊去。我原是那裡的人，到過猶大的伯利恆，現在我往耶和華的

殿去，在這裡無人接我進他的家。19
 其實我有糧草可以餵驢，我與我的妾，並我

的僕人，有餅有酒，並不缺少甚麼。」20
 老年人說：「願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

都給你，只是不可在街上過夜。」21
 於是領他們到家裡，餵上驢，他們就洗腳吃

喝。』                                                                 （士師記

19章15~21節） 

三、不以    來成就神的公義（第 25~30 節） 

『25 那些人卻不聽從他的話。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給他們，他們便與她交合

，終夜凌辱她，直到天色快亮才放她去。26 天快亮的時候，婦人回到她主人住宿

的房門前，就仆倒在地，直到天亮。27
 早晨，她的主人起來開了房門，出去要行

路，不料那婦人仆倒在房門前，兩手搭在門檻上；28
 就對婦人說：「起來，我們

走吧！」婦人卻不回答。那人便將她馱在驢上，起身回本處去了。29
 到了家裡，

用刀將妾的屍身切成十二塊，使人拿著傳送以色列的四境。30
 凡看見的人都說：

「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這樣的事沒有行過，也沒有見過。現在應當思

想，大家商議當怎樣辦理。」』          （士師記19章25~30節） 



教會動態  

1. 本日（2/23）下午2:00在教會地下室副堂，

召開今年度第一次「長執同工會」，請長執

同工們準時出席，共商教會聖工。 

2. 為鼓勵弟兄姊妹透過閱讀屬靈書籍更認識「

聖靈」，本次推動書籍為「與聖經有約」，

原價 420 元，教會集體採購 200 本，並以每

本 100 元優惠弟兄姊妹，售完為止。請有需

要的弟兄姊妹儘速前往販售「豐盛人生」的

書攤購買。 

3. 三月份連續四個主日（2、9、16、23）下午

2:00-4:00 將舉辦全教會聖靈講座，為方便

弟兄姊妹於主日聚會結束後直接留下參加，

教會提供午餐預訂，有參與教會小組的弟兄

姊妹請在小組中登記，沒有參加小組的人，

請至主日櫃臺登記，餐費採自由奉獻。 

4. 2/23(主日) 8:30~13:00『李忠凱全家福』

在教會一樓預備【找茶會】，歡迎弟兄姊妹

前往享用。3/9由『但以理小組』承辦。 

5. 【委身課程】上課時間：3/8【1001委身家

庭】、3/2【2001委身成長】、3/23【4001

委身宣教】，4/20【3001委身服事】，報名

請洽主日櫃台。本主日(2/23)報名截止。 

6. 三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及 3-4月的「

禱告手冊」本主日（2/23）出刊，有需要的

弟兄姊妹請前往主日櫃檯購買或領取。 

 

 

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關懷】 

1.南京東路禮拜堂王長淦長老1/24安息主懷，

並已於2/15（六）舉行安息禮拜，求主安慰

家屬的心！ 

2.顧娟姊妹的公公郭文信弟兄於2/12安息，將

於2/28下午2:00假新生教會舉行追思禮拜，

求神安慰家屬的心，並保守喪葬事宜順利進

行。 

【事工代禱】 

金山靈修園區是神賜給我們教會極大的祝福之

一，規劃建設好的園區，更適合大家來這裡退

修、禱告，親近神。請為金山靈修院能順利申

請成立社團法人代禱。 

【宣教關懷】 

為三月起海外培訓老師的備課與出入平安及健

康禱告。願神幫助老師們，備課所需的智慧、

出發前與返台後教會事務的處理，教課時所需

的體力與靈力禱告。 

【國家社會】 

建立一個能和諧理性的溝通社會，讓百姓期待

這個國家可以更好的盼望，更有機會實現，求

神把追求和睦的心放在眾百姓、民意代表、官

員的心中。 

 

 
 

聖靈系列講座 

講題：如風似氣的聖靈 

3/ 2--如風似氣的聖靈 

3/ 9--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 

3/16--聖靈大能下的盼望 

3/23--聖靈大能下的教會 

講員：林鴻信牧師  

德國杜賓根大學神學博士、英國諾丁漢大學

哲學博士。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時間：主日下午 2:00～4:00 

地點：林森南路 2 號 B1 

主辦：林森南路禮拜堂 成長部  

附註：七樓 7D 備有托兒服務 

三月份媽媽禱告會 

日期是 3/2(日) 3/16(日) 

神那麼愛我們！祂有足夠的大能充充足

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只要坦然無懼到祂面前求！ 

到 神面前為孩子禱告的功效 

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歡迎分別出時間來，一起來為自己、 

為家庭、為孩子禱告！ 

10:50-11:35，在教會 3E，歡迎參加！ 



本週壽星 弟兄： 黃英傑、李忻維、林世釗、賴冠宇、劉佩琨、林志寰、栗維倫、羅安邦、張君偉 

寧孝民 

 姊妹： 彭龍英、王俐婷、王張敏、翁孟娃、張怡賢、徐婉瑜、胡雪琪、柯嘉音、陳金蓮 

陳玉蓉、蔡可容、聶文玲、陳春貴、賴秀綿、黃珮晴、鄭菁菁、陳潔俐、葉淑靖 

李佩芬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英語堂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62 207 251 39 559 19 
 

堂別 
幼幼 II 
0-3 歲 

幼幼 III 
0-3 歲 

幼兒 II 
4-6 歲 

幼兒 III 
4-6 歲 

兒童 II 
7-11 歲 

兒童 III 
7-11 歲 

青少年 
預備班 

尋真 
13-15 歲 

慕義 
16-18 歲 

真愛 
19-24 歲 

人數 -- 7 15 13 26 19 10 23 15 30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場地 國外差傳 金 山 感  恩 

筆  數  65 筆 2 筆 8 筆 1 筆 6 筆 

金  額 10,600 453,000 14,250 28,000 3,000 84,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3 月 2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清志 

陳文元 陸維芬 陳  緯 林穎知 鍾麗玉/尤曉貞 

第二堂 
陳石麟/樂團 

蔡傑瑞 鍾坤岳/陳振中 板橋小組 

第三堂 林韋翰 林維頌 以勒小組 

英語堂 
Samuel 

Chiow 
羅惠敏 李詩青 徐百瑩 張文叡 邵秀珠/曹黃美慧 

  

2014 年一月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30,050 1.什費 $83,503 12.差旅費 $15,188 

2.什一奉獻 1,475,512 2.捐贈奉獻費用 650,989 13.特支費 3,321 

3.感恩奉獻 180,000 3.水電瓦斯費 72,716 14.租金費用 478,442 

4.其他奉獻 17,386 4.印刷費 32,165 15.退休金費用 78,167 

5.宣教事工奉獻 27,000 5.供給(含神學生) 2,819,557 16.郵電費 21,901 

6.泰勞福音營 95,900 6.修繕費 3,778 17.影音製作費  3,780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 1,925,848  
 
*2014年度結餘 

$-2,658,577 
 
*差傳奉獻轉出 $100,700 

*建堂奉獻       $1,000 

(轉帳幕金專款) 

*靈修院奉獻     $1,000 

7.其他費用  1,000 18.活動補助 116,010 

8.保險費 115,352 19.演講費 12,000 

9.代收款 -3,654 20.書報費 27,479 

10.文具用品     231 21.宣教事工支出   50,000 

11.暫付款 2,5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4,584,425 

長老：顏順志    行政部長：王憶靜   會計：黃添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