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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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松霖長老 

【聽從主的話】 

約翰福音第十章 1-5 節 

回應詩歌：圍繞我 

章主恩 吳麗秋 

1. 輕輕聽 

2. 圍繞我（讚美之泉） 

3. 領我到髑髏地（讚美 58）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1. 從早晨到夜晚（讚美之泉） 

2. 祢信實廣大（讚美 7） 

3. 因著十架愛（生命河） 

4. 圍繞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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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行健長老 

【主裡的平安】 

約翰福音第十六章 33 節 

陳建中 尤雪芳 

1. 聖殿充滿讚美（新歌頌揚） 

2. 親愛主牽我手（讚美 362） 

3. 奇妙的平安（讚美 290）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林于程 張錦如/陳隆蓮/李盈錚 

第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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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  茵 賴建誠 陳博明/程淑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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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讀專欄 具體表現：面對質疑責難，我要依靠聖靈來回答 
5 第二天，官府、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6 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
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裡，7 叫使徒站在當中，就問他們說：「你們用甚麼能力，奉誰的名做這事
呢？」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9「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查問我們他是怎麼得了痊癒，10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
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使徒行傳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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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從主的話 

日期：2020年 3月 1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吳松霖長老 

經文：約翰福音第十章 1-5節 

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

強盜。2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3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

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4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

的聲音。5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我們是主的羊，  

一、主要牧養我們來認定祂（1-2節） 

二、主要呼召我們來親近祂（3節） 

三、主要引領我們來跟隨祂（4-5節）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反覆大聲宣告「我是主的羊，我必不致缺乏」，感受這一句話給自己帶來的盼望、

力量、安慰或陪伴。 

2. 找一個時間和地點，讓自己可以獨自安靜 5-10分鐘。在這段時間裡，每吸一口氣，

就跟主說「主啊，求祢對我說話」，然後仔細體察主對我說了什麼？ 

3. 試著在自己生活的一件事情上，聽從主的話去做，並且觀察事情發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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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禱告會將在3/1（本主日）10:50-11:35

舉行，地點在教會3E小房間。歡迎媽媽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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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1（本主日）13:30英文團契在教會4 樓聚

會。由林質心姐妹帶領英文查經，主題：

「Facing the responsibility 2- Gideon, Judges 

6:11-七8」；由羅惠敏傳道帶領擘餅。歡迎

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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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活力婚姻」夫妻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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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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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8（下主日）9:10育成部尋真團契、青少

年預備班在教會2樓聯合聚會，請家長和學

生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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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啟地區》沐撒、家美宣教士 

1. 盼望疫情能盡快受到控制，生病的人能得

正確治療並痊癒，使人民早日消除對疫情

的恐懼，恢復日常生活。 

2. 為滯留在台灣的時間，與家人、弟兄姐妹

有更深的互動及分享，也有效的規劃在台

停留的時間。 

3. 為事奉地區的弟兄姐妹及朋友們都十分平

安禱告，也為因著疫情而改變的工作計劃

能有好的調整，求 神帶領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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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主日敬拜暫停一次） 

 4/12（主日）9:00-10:30、11:00-12:30 教會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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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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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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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壽星 弟兄：陳建仁、施銘傳、黃柏章、張崴翔、施復中、蔡可倫、李建聰、李杰恩、柯忠彥、 

 王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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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品晶、陳惠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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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67 169 143 60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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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8 11 23 12 8 11 30 13 12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感 恩 

筆  數 -- 28 筆 3 筆 1 筆 2 筆 

金  額 21,400 276,000 5,483 9,000 7,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3/8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瀞淵 

長  老 

韓  寧 詹蕙宇 黃聖穎 章主恩 橄欖樹 2 

第二堂 莊叔欽 

郭喆軒 

小詩班 

胡若眉 
葉  昇 

林穎真 

趙  茵/鄭欣怡/陳麗貞 

余虹達/方娜娜/聶文玲 

第三堂 楊家菱 
李  麗/許瑛華 

邱淑玲/謝瓊嬅 

悅齡敬拜 
石榮英 

宣教士 

李照斌 

歐陽盛蓮 
連恩代 謝慧純  陳滇辛/張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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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週間聚會請上本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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