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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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栐坤長老 

【我也可以這麼勇敢】 

使徒行傳第四章 1-12 節 

郭傳恩 詹蕙宇 

1. 獻上感恩（新歌頌揚） 

2. 如鹿切慕溪水 

3. 當轉眼仰望耶穌（讚美 282）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温  翎 

洪玉玲 

大詩班 

1. 每當我瞻仰祢（新歌頌揚） 

2. 為了愛（基督是主） 

3. 詩班獻詩：求主垂聽我禱告 

4. 願主賜福看顧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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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章主恩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胡若眉 

林維頌 

林穎真 

周雅苓/洪千雅/張熒真/劉素玉 

第三堂 
楊家菱 

詹宜澤/吳燕玲/李盈錚/王永翔 

悅齡敬拜 曹⿈美慧/陳⽉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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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號 7 樓（青年館） 

09:10 尋真團契（13-15 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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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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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得時不得時，我要回應主的大使命 
15 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就彼此商議說：16「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

明顯的神蹟，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們也不能說沒有。17惟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我們必須

恐嚇他們，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18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

人。19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 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20 我

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使徒行傳 4:15-20） 



我也可以這麼勇敢 

日期：2020年 3月 22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使徒行傳第四章 1-12節 

前言：我們當無懼於被質疑為難，倚靠聖靈勇敢見證耶穌從死裡復活。 

一、認知傳講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第 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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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人無法接受而質疑 

2、 有人信而接受就決志 

二、培養傳講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第 5-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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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用什麼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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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得著主聖靈充滿所賜的力量 

2、 經歷主耶穌大能而有的篤定 

三、保持傳講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第 11-12節） 
11「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

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1、 深知而深信聖經的啟示 

2、殷切關懷未得救的靈魂 

結語：讓我們真實活出復活的新生命，並勇敢宣講主耶穌復活的福音。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主耶穌已從死裡復活，這對我目前所面對的生活處境，帶來什麼盼望及影響？ 

2. 過去傳福音時，我曾遇過哪些質疑？今天的信息提醒我怎樣可以勇敢傳講？ 

3. 未來的一週，我可以向誰傳講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福音盼望？



教會動態  

1. 202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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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原定3/21（六）及4/18（六）

的代禱者訓練War Room課程延後至

4/18（六）及5/30（六）上課，並視疫

情狀況決定是否再調整。請有報名此課

程的弟兄姐妹注意。 

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關懷】 

陳政寬弟兄已於3/18週三禱告會接受點水

禮，求 神讓他經歷得救歸向 神的美好、

屬靈生命能持續增長，長成基督的樣式。 

【為教會事工代禱】 

1. 求 神藉由新冠肺炎疫情，讓人心回轉

歸向祂，知道祂是我們的主；求 神賜

下憐憫和醫治，求 神彰顯榮耀。 

2. 求 神讓執政掌權者都能有一顆敬畏 神

的心，知道掌權的是 神，唯有 神是倚

靠；求 神賜下智慧，讓防疫官員能夠

制定好的防疫政策。 

 

 

 

 

 

 

 

 

 

 

 

 

 

 

【宣教關懷】 

《菲律賓納卯》黃錦鴻宣教士夫婦 

1. 菲國新冠疫情，據 3/18（三）統計已有

187 例確診、14 例死亡。馬尼拉大首都

區，連同全呂宋地區封城，停駛所有公

共交通，所有人管制。馬尼拉新僑難過

地告訴我們：店要關閉近一個月。請繼

續為菲國代禱。 

2. 教會配合納卯市府要求，已暫停各項聚

會（含主日崇拜及小組）。求主幫助教

會妥善預備線上敬拜，正計畫在微信群

組中進行普通話小組，或是個別電話關

心。求主預備人心能更渴慕 神，各家

長能學習帶領全家大小來敬拜 神。學

校自上週五開始停課，求 神幫助老師

們有智慧及方法繼續完成教學，學生們

在家也能善用時間。誠如杜特蒂總統提

醒說：「繼續玩手機，畢業的將會是手

機，而不是你」。 

3. 為菲律賓中央、為宣教士所在的南島地

方政府有智慧及魄力因應，防止疫情擴

散代禱。菲律賓這國家實在沒有本錢面

對疫情的爆發。藉此封城時刻，為全菲

百姓、旅菲僑民都能安靜下來，懂得呼

求主名，回轉向 神，更多人迫切要主

代禱。 

4. 為新僑葉曉斌守望，他趕在馬尼拉封城

前離境。回到中國後，不巧碰上新政策

（強制隔離 14 天），目前在東莞的酒

店隔離中。感謝主，他在微信中說：「

趁這個機會我想把聖經讀完，有不懂的

再向您請教」，為其靈命得著更新、成

長禱告。 

5. 全球疫情快速擴散時期，為宣教士全家

的身體禱告，求主保護看顧，賜下好的

免疫力，身心靈都健壯。 

 

豐盛第三人生研習會－第二屆 

  如何擘劃職場退休後的精彩人生，能落實自我實

現，同時愉悅地和親朋好友攜手合作，共同完成  

『第三人生圓夢之旅』！？ 

  只要 40 小時，誠摯邀請大家一起來寫下『第三

人生圓夢旅程計畫』的共識！ 

三三共學會  歡迎來作伙 

豐盛第三人生研習會即將招收第二屆學員，課程訊

息，請留意官網與週報夾頁 

請加入家門口的宣教 

櫃臺有印尼文的雙月刊， 歡迎大家索取。 

疫情期間，許多印尼看護在家或醫院照顧雇主， 

盼望這本刊物帶給他們平安與鼓勵， 

讓我們一起來關顧及善待寄居本地的印尼朋友們。 



本週壽星 弟兄：林景祥、王冠廷、謝德光、葉  昇 

   姐妹：楊佳明、許映如、陳玉鳳、邵秀珠、賴惠蓉、賀明秀、洪玉玲、劉美鳳、劉素玉、 

 杜宥萱、陳穎慧、林潔心、蘇慧娜、曹美雀、蔡鄭賜珍、朱蘇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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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21 141 16 3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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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 7 31 12 8 8 24 22 20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筆  數 -- 49 筆 5 筆 1 筆 

金  額 33,500 410,900 10,000 5,5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3/29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林行健 

長  老 

曾俊明 楊渝婷 賴建誠 林于程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吳松霖 

陳育真 

英文團契 

郭傳美 

葉  昇 

黃宗欽 

馨香小組 

第三堂 
吳松霖 陳雯嫻 馮心怡 

標竿小組 

悅齡敬拜 洪瓊珠/王江秀燕 

109年 2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13,210 1.捐贈奉獻費用 $726,100 11.神學生補助 $51,000 

2.什一奉獻 2,047,270 2.供給 1,102,235 12.退休金費用 73,136 

3.感恩奉獻 56,700 3.演講費 9,000 13.租金費用 368,234 

4.其他奉獻 14,281 4.印刷費 27,815 14.水電費 6,917 

5.宣教事工奉獻 35,000 5.特支費 7,073 15.郵電費 15,570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266,461 

*109 年度結餘 -$1,461,768  

*差傳奉獻轉出 $94,483 

*靈修院奉獻 $20,500 

 

6.修繕費 5,812 16.購置設備 32,154 

7.什費 69,833 17.書報費  12,668 

8.暫付款 121,166 18.代收款 -163,526 

9.文具用品 189 19.其他費用 8,800 

10.保險費 20,000 20.差旅費 552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494,728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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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