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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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直播 

09:10-10:40 

温  翎長老 

【最後一哩路】 

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1-13 節 

回應詩歌：活著為耶穌 

陳文元 楊渝婷 

1. 我們成為一家人（有情天） 

2. 神同在 

3. 因祂活著（讚美 93） 

4. 活著為耶穌（讚美 399）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線上直播 黃聖穎 
林維頌 

林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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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尋求神，因為尋求祂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34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35 照各

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36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繙

出來就是勸慰子）。37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使徒行傳 4: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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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哩路 

日期：2020年 4月 26日（線上直播） 

講員：温  翎長老 

經文：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1-13節 

大綱： 

一、有了機會，有掌握到嗎？ 

二、有了餘裕，有去悔改嗎？ 

三、有了關係，真的認識嗎？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對於耶穌的再來，我的想法是……？ 

2. 我覺得我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主、即使祂此刻就來到？ 

3. 我覺得我跟上帝的關係如何？我覺得滿意嗎？覺得上帝是否滿意？

 



教會動態  

1. 2020年 4月份的靈修材料「每日活水」

已經出刊，購買請洽蔡瑤芳秘書（教會

分機 526）。 

2. 線上直播期間，奉獻請用郵政劃撥或銀

行轉帳（帳戶資訊詳見週報底頁）；匯

款時請註明您的姓名以利核對。仍須使

用奉獻袋投遞奉獻者，請撥冗至5C辦

公室洽黃添妹或林彩鳳秘書（分機506

或512）。 

3. 2019年奉獻收據已開出，使用什一奉獻

專用袋的弟兄姐妹們請至奉獻專用架上

拿取；若專用袋不在架上，會陸續將收

據放入專用袋內。無按月奉獻專用袋者

或其他相關問題，請洽黃添妹秘書（分

機506）。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為今年教會成長的方向及主要重點「放膽

傳福音」禱告；使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間更深

經歷 神的愛、倚靠聖靈大能放膽傳福音。 

【為國家社會代禱】 

1. 為疫情禱告，求主讓這場危機轉化成為

屬靈的轉機，讓人的心回轉歸向祂，知

道主是我們應該倚靠和敬畏的 神。 

2. 求主保守人心可以從恐懼的轄制中得釋

放，得享在主裡的安息與平靜安穩。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感謝 神，市場周邊一些人家仍願繼續

往來對話，沒有因為疫情而排斥。 

2. 感謝 神與我們同在，保守顧念、加添

心力、賜下健康，眷顧我們的父母家人

平安無虞。 

3. 為高涅人的屬靈覺醒，高涅這地得屬靈

復興代求。 

4. 為今年下半年高涅能舉行第一次洗禮、

能夠在高棉信徒家中進行主日崇拜懇切

祈禱。 

5. 禱告讓踏老師夫妻能真實經歷在基督裡

的平安，對耶穌的信心得以增長。 

6. 防疫時期，諸般行動被限制，但求主使

我們仍然是鹽也是光。 

7. 面對病毒和死亡的恐懼，懇求聖靈開啟

高涅人的心竅，渴慕認識從死裡復活的

耶穌。 

8. 歐美疫情趨穩，東南亞疫情升溫，求 

神憐憫無力因應的柬埔寨不至淪為疫區

禱告。 

9. 後病毒時期，求主保守我們和高涅人重

修信任、重建關係。願 神為著福音的

緣故，持續護衛我們的身心靈。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今年 4/24 至 5/23，是 2020 年穆斯林的齋戒月。 

讓我們一起和全球的弟兄姐妹同一時間為穆斯林世界

的救恩禱告。 

主的心意不是讓我們只為自己的教會及國家禱告， 

主期待我們都有全球宣教的眼光和心志， 

積極參與在後方的禱告支持，也蒙主喜悅和記念。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材料將透過 Church+靈

修教材、Line 群組發送。 

三三共學會  歡迎來作伙 

第二屆豐盛第三人生概念篇研習會報名開始了！ 

擘劃職場退休後的精彩人生、落實自我實現 

和親朋好友攜手合作，愉悅地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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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訊息與報名請上《三三共學》

官網下載報名表，亦可掃描 

QR code報名或親洽            

『合家歡協會』報名 

電話：（02）2351-8331 服事部 合家歡協會 



本週壽星 弟兄：林靖霖、劉海湘、許肇鱗、李軒昂、張文叡 

   姐妹：陸誼韻、陳慧淳、吳美姍、江佳瑛、王瑤琪、吳書嫺、曹劉碧霞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16 13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場 地 

筆  數 41 筆 3 筆 1 筆 2 筆 1 筆 

金  額 525,908 18,000 10,000 5,000 23,879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5/3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線上直播 
陳栐坤 

長  老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葉  昇 

黃宗欽 

109 年 3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24,300 1.捐贈奉獻費

用 

$384,079 10.神學生補助 $51,000 

2.什一奉獻 1,657,750 2.供給 1,188,397 11.退休金費用 79,487 

3.感恩奉獻 32,700 3.保險費 115,591 12.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4,494 4.印刷費 35,825 13.水電費 33,316 

5.宣教事工奉

獻 

4,000 5.特支費 1,450 14.郵電費 15,55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1,823,244 

*109 年度結餘  -$1,966,643  

*差傳奉獻轉出  $57,000 

*靈修院奉獻  $1,000 

6.修繕費 90,493 15.活動費 5,392 

7.什費 85,798 16.書報費  26,580 

8.暫付款 1,326 17.代收款 -112,212 

9.文具用品 2,595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328,119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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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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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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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