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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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宏信長老 

【神如何向人說話】 

列王紀上 第三章 5 節、 

第六章 11-13 節、 

第九章 2-3 節 

吳松霖 石榮英 

1. 感謝神（讚美 15） 

2. 我寧願有耶穌（讚美 267） 

3. 靈裡生活（讚美 233）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游玉菁 

林奇緣 

聯合詩班 

1. 在這裡（讚美之泉） 

2. 圍繞我（讚美之泉） 

3. 詩班獻詩：各各他之愛 

4. 祢是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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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亮弟兄 

【豐盛第三人生旅程～用心經營第

三家庭】 

以弗所書第四章 14-16 節 

魯平正 鄧艷虹 

1. 我們成為一家人 

2. 快樂日（讚美 350） 

3. 祂自己（讚美 207）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李軒昂 傅幸惠/李盈錚 

第二堂 胡若眉 高志明 

黃華敦 

張熒真/洪千雅/周雅苓/顧  娟 

第三堂 陳鼎元 詹宜澤/吳燕玲/王慧婷/王永翔 

悅齡敬拜 章慧玲 胡兆輝 劉愛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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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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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第三章 15節） 

具體表現：在人需要上看見我責任 

25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26耶穌對他說：「律

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27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28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路加福音第十章 25-28節） 

 



神如何向人說話 

日期：2021 年 2 月 28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宏信長老 

經文：列王紀上第三章 5節、第六章 11-13節、第九章 2-3節 

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 列王紀上 3:5 

11耶和華的話臨到所羅門說：12論到你所建的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章，遵從我的

一切誡命，我必向你應驗我所應許你父親大衛的話。13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並不丟棄我民以色

列。 列王紀上 6:11-13 

2耶和華就二次向所羅門顯現，如先前在基遍向他顯現一樣，3對他說：你向我所禱告祈求的，我都

應允了。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  

 列王紀上 9:2-3 

一、神如何向人說話 

1、神透過 向人說話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 提摩太後書 3:16 

2、神自己 向人說話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

全人。 創世記 17:1 

3、神透過 向人說話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

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申命記 18:18 

4、神透過 向人說話 

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 

 列王紀上 3:5 

5、神透過 向人說話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萬物都是你的僕役。 詩篇 119:91 

6、神透過 向人說話 

天使對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路加福音 1:30 

二、人應有的回應 

1、以 回應 神的話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希伯來書 11:1 

2、以 回應 神的話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

於公羊的脂油。 撒母耳記上 15:22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我曾經歷 神用哪些方式對我說話？ 

2. 聆聽 神的聲音，對我而言有哪些困難？ 

3. 當 神對我說話時，我能相信且順服嗎？若不能，原因是什麼？



教會動態  

1.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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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本主日）13:30-15:00在教會2樓舉辦

「石榮英宣教士退休感恩禱告會」，歡迎

弟兄姐妹們一同來關心我們的宣教士。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肢體禱告】 

1. 3/6（六）的春季水禮有 3 位接受洗禮：李

佩修、曾子萱、邱宣惟，求 神讓他們不只

經歷得救歸向 神的美好，也求主保守屬靈

的生命能持續增長，長成基督的樣式。 

2. 滑水道團契林運澤弟兄的父親林友志弟兄

安息主懷，訂於 3/6（六）10:00 在台北市

立第二殯儀館至善四廳舉行安息禮拜，請

為家屬禱告，求主安慰。 

【宣教關懷】 

《泰北清萊湄占》黃靜兒宣教士 

1. 為泰國疫情禱告，求主幫助泰國政府能因

應對策以控制疫情。 

2. 請為剛受洗的肢體禱告：巴瑯奶奶、段李

玉珍奶奶，以及方舟之家的蘇靜宜、張有

珍、何淑芬、吳美藍、李約伯、張志成。

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引導一生跟隨主、

見證主的道。 

3. 請為尤善姐妹的家庭代禱，求主保守失去

父親的三個孩子司提反、巴拿巴及哈拿在

天父的看顧下健康成長。 

4. 為青培學生的生活、學習、服事禱告，求

主保守他們能緊緊跟隨主。 

5. 請繼續為返泰的簽證申請禱告，盼望能順

利返回工場。 

6. 為今年春節期間能在台北與家人團聚感恩。 

 

 

 

輔協講座「原生三角與伴侶關係」 

講員：李島鳳老師 

專業領域：伴侶與家族治療、個別與團體諮商、  

          薩提爾模式成長與訓練、工作坊、諮商督導 

時間：3/21（主日）13:30-16:00      

場地：地下室會堂（輔協部主辦） 

輔協講座 「在網路世代 保守我們的心」 

-從科技產業看網路/遊戲成癮  

講員：張志銘弟兄 

專業領域：資訊安全/應用程式規劃開發/ 

  消費性電子產品規劃 

時間：3/14（主日）13:30-16:00      

場地：地下室會堂（輔協部主辦） 

宣教電影賞析 
豬，在台灣熟悉到不行的日常動物，竟會碰觸到以巴

等國的政治信仰敏感地帶？！歡迎一起來一探究竟。 

時間：3/7（主日）13:30-16:30  

地點：地下室會堂 

電影名稱：天外飛來一隻豬   

導覽講員：愛穆小組 哈博士 

媽媽共學小組招生 

這是一個充滿愛與歡樂溫馨的小組 

❤ 在這裡我們互相扶持，彼此分享生活點滴及育兒難

題，學習威信型教養模式，成為高 EQ 的家長，建

立良好互動的親子關係，使孩子在愛中健康成長。  

❤ 在這裡我們一起學習幸福婚姻的相處之道和伴侶共

同打造美滿健康家庭。 

❤ 小組每兩個月安排一次才藝課程，為每日辛苦付出

的媽媽抒壓放鬆，課程實用有趣。 

❤ 誠摯的邀請家有 6-12 歲學齡兒媽媽加入，在教養

的路上你不孤單，因為有我們陪伴同行。 

開課日期：3/2（二） 

上課時間：每月之一、三週星期二 13:00-15:30 

上課場地：教會 3C 教室 

課程內容：親職教育、夫妻生活、交流分享。 

課程費用：每學期$350 

報名請洽梁淑雯姐妹☎聯絡電話 0952917318 
祂為了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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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深體會我們與 神的關係。 

活動項目和時間 

• 復活節前 40 天靈修 2/17~4/3： 

「大齋節期靈修—和耶穌聊聊天」 

每日靈修影音材料透過教會臉書專頁和 Church+ 

發布，弟兄姐妹可透過禁食禱告的方式來靈修 

• 受難日禱告會：4/2 (五) 19:30~21:00 地下室會堂 

• 4/4 復活節主日「各各他之愛」清唱劇： 

9:10~10:40、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當天第一堂主日敬拜暫停一次）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台灣銀行（004） 城中分行 帳號：045-004-13017-2  

本週壽星 弟兄：周志隆、宮承讓、陳建仁、施銘傳、黃柏章、張崴翔、施復中、李建聰、蘇恩為、 

 柯忠彥 

   姐妹：陳潔俐、葉淑靖、李佩芬、陸維芬、蔡思瑩、柯芝芬、馮心怡、黃秀女、石乙琳、 

 王怡安、諸許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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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147 123 50 38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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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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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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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啟 發 感 恩 宣 教 

筆  數 -- 41 筆 10 筆 3 筆 1 筆 1 筆 1 筆 

金  額 14,850 453,310 93,500 15,000 3,000 1,000 1,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3/7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  健 

長  老 

曾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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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宗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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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行健 

長  老 
陳建中 洪⽟玲 謝慧純 胡兆輝 陳博明/程淑姬 

110年一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79,561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11.書報費 $12,283 

2.什一奉獻 1,771,279 2.供給 1,186,100 12.退休金費用 92,268 

3.感恩奉獻 67,300 3.保險費 -28 13.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82,896 4.其他費用 1,000 14.購置設備 9,240 

5.宣教事工奉獻 7,500 5.演講費 18,000 15.郵電費 14,419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108,536 

*110 年度結餘 $182,830 

*差傳奉獻轉出 $133,000 

*靈修院奉獻 $85,000 

6.神學生補助 40,500 16.文具用品  520 

7.活動費 1,500 17.特支費 1,000 

8.什費 41,169 18.水電費 7,847 

9.暫付款 40,280 19.訓練費 3,500 

10.代收款 -178,836 20.勞務費 2,0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1,925,706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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