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ekly Journal Vol. 2672 20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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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試煉中成長（5）：預防跌倒】 

詩篇第一百十六篇 8 節 

魏文瑜 李詩青 

1. 聖靈的江河（讚美之泉） 

2. 更深經歷祢（生命河） 

3. 主 祢是我力量（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莊叔欽 

郭喆軒 

小詩班 

1. 讚美全能神（讚美 6） 

2. 我神真偉大（約書亞） 

3. 對我說話（天韻） 

4. 獻詩：求主充滿我杯 

5. 主 祢是我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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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翎長老 

【安息的真義】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10-17 節 

李照斌 

歐陽盛蓮 
連恩代 

1. 聖殿充滿讚美（新歌頌揚） 

2. 聖靈的江河（讚美之泉） 

3. 住在主裡面（讚美之泉）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章主恩 蘇文彬/施慧芸/李盈錚 

第二堂 胡若眉 高志明 

葉  昇 

趙  茵/陳麗貞/方娜娜/聶文玲 

第三堂 陳鼎元 李  麗/邱淑玲/謝瓊嬅/許瑛華 

悅齡敬拜 趙  茵 胡兆輝 陳滇⾟/張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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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基督再來勝死復活 

1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2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

間的賊一樣。3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

絕不能逃脫。4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5你們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 1-5節） 

 



在試煉中成長（5）：預防跌倒 

日期：2021年 3月 14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商志雍長老 

經文：詩篇第一百十六篇 8節 

8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淚，救我的腳免了跌倒。 

詩篇第一百十六篇 8節 

I. 不要忙到沒時間親近 神 

1. 讀經 
22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23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

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24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25惟有詳細察看那

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雅各書第一章 22-25節 

39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翰福音第五章 39節  

2. 禱告 

II. 不要輕忽灰色地帶 

12b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創世記第十三章 12節   

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以弗所書第四章 22節 

四個 "H"：1. Helpful  2. Habitual  3. Hurtful  4.Honoring  

III. 不要缺乏監督機制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我的生命是否曾遇到忙碌的試煉？我是如何面對的？ 

2. 我的生命是否曾遇到灰色地帶的試煉？我是如何面對的？ 

3. 我的生命是否曾遇到缺乏監督的試煉？我是如何面對的？



教會動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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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訂的「靈修日引-創世記」在3/14

（本主日）出刊。弟兄姐妹可至櫃臺索

取。自3/18（四）起，亦可透過church+

（教會通）閱讀每日靈修內容。盼望主

賜恩福，使弟兄姐妹們享受主裡的豐富

供應。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創啟地區》沐撒、家美宣教士： 

1. 為沐家宣教士夫婦在面對生活突發狀況

時，有快速並正確的應變能力禱告。 

2. 為尋求未來事工的方向禱告，願 神向

沐家顯明心意，能走在祂的計畫裡；也

求 神開啟福音的門，透過各種管道認

識更多 M 民朋友，與他們建立關係。 

3. 為宣教士的健康禱告，求主醫治沐撒的

左手腕疼痛、家美的過敏及血糖。求 

神賜與喜樂的心來面對這些狀況，能照

管好身體、均衡的飲食及適切的運動。 

4. 為台灣的家人禱告，有健康的身體、一

切平安，也為家人的靈魂得救禱告。 

 

 

 

以馬內利金山靈修園區 服事體驗活動 

願意參與金山靈修園區服事嗎？期待您一起來幫忙修補

園區路面，主要工作是協助撿拾中小顆的石頭，填補路

面凹洞及若干積水處，適合各年齡層參與。 

日期：3/17（三） 

《未開車者》請於 8:30 教會一樓集合。 

《自行開車前往者》請於 9:30 至金山國小大門口集合，

一起前往金山靈修園區；將由專人詳細解說並實際體驗

園區服事。午餐及飲用水請自理。建議穿著長袖、步鞋

或雨鞋，攜帶手套、帽子。 

報名：請至主日櫃臺報名或洽蔡瑤芳秘書，教會分機 526。 

2393-5542 分機 526 

他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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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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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13:30-16:00      

場地：地下室會堂 主辦：輔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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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13:30-16:00      

場地：地下室會堂（輔協部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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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一個國家

的影片及禱告。 

並請關注 2021 年每月的宣教看板，投入宣教小任務

集書籤活動。 

福音茶會 

從豆子，杯子，到人生——精品咖啡烘豆師 Barista

和您分享如何用生命沖出一杯人生的精品咖啡 

時間：4/1（四）13:30～15:30 地點：教會 4 樓 

歡迎大家來享受精品咖啡、點心和生命故事 

主辦：弟兄讀書會 

啟發餐會 

防疫期間，我們以盒餐、美味湯品、水果，加上精緻

的影片，分享福音。 

歡迎介紹親友、有興趣的人參加。 

來賓八位以上開辦。 

時間：4/8（四）起，連續 12 週，12:00-14:00 

地點：教會 4 樓 



本週壽星 弟兄：謝明傑、洪宇亮、許泓靈、蘇宏達、戴沖晉 

   姐妹：劉  敬、陳祉諭、隋蓓蓓、呂佳芯、呂佳芸、藍以慈、張熒真、楊純鑾、黃子恩、 

 程淑姬、曾悅和、區娜莉、于千雅、黃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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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177 180 55 47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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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13 27 16 9 10 28 23 13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場 地 

筆  數 -- 90 筆 15 筆 5 筆 4 筆 2 筆 

金  額 121,600 637,205 32,500 23,000 26,000 5,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3/21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曾文毅 

弟  兄 

藍安良 楊渝婷 傅俊魁 林于程 莊聰元/張家純 

第二堂 吳松霖 

方榮平 

敬拜團 

蔡傑瑞 
黃華敦 

鍾坤岳 

新樁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劉瓊安/高心瑩 

趙  茵/黃乙玉 

悅齡敬拜 
陳宏信 

長  老 
錢睿煌 鄧艷虹 翁⽟芬 胡兆輝 ⿈美慧/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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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台灣銀行（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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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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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悅齡家族  Church+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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