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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靠聖靈得生  靠聖靈行事 

年度經文：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五章 24-25 節）  

本週背誦經文：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這樣的勸導，

不是出於那召你們的。 (加拉太書五章 7-8 節) 

                                                            

本週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 員／講 題／經 文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07:30~08:50 

地下室會堂 
 林治平 弟兄 

【更豐盛的生命】 

 約翰福音第十章 10 節 

李清光 程玹圭 張恩齊 林于程 橄欖樹 2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馮佑行／大詩班 

許知儀 
黃宗欽 

葉  昇 

萬華小組 

林美月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鄭家常 長老 

【哈巴谷的禱告】 

 哈巴谷書第一章1~4節 

蔡傑瑞 許知曉 雅歌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Clement Cheng 

【Obey your parents and fear the 

Lord】Ephesians 6:1-3 

徐百瑩 李詩青 周雅涵 車  莎 
邵秀珠 

王慧婷 

當日聚會場地表  

時 間 主 日 聚 會 地            點 

07:00 清晨守望禱告 2 號 地下室 副堂 

09:1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4 號 3 樓-1 

09:10 尋真團契 (13-15 歲) 中正公民會館（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8 樓） 

09:10 慕義團契 (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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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二號底樓   TEL：(02)2393-5542  FAX：(02)2396-0362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045-004-13017-2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E-mail: purpose@linnan.org.tw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週間聚會請上林森南路禮拜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或洽 2393-5542 轉 533 詢問 

mailto:purpose@linnan.org.tw
http://www.linnan.org.tw/


更豐盛的生命 

日期：2014 年 5月 25日（第一、二堂） 

講員：林治平 弟兄 

經文：約翰福音第十章 10節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 

哈巴谷的禱告 

日期：2014 年 5月 25日（第三堂） 

講員：鄭家常 長老 

經文：哈巴谷書第一章 1~4節 

1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2 他說：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

救。 3 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著奸惡而不理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 4 因此

律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顯然顛倒。  

前言：神默示的書卷 (一：1) 

1、先知的職責 

2、哈巴谷在神面前的爭論 

一、哈巴谷的禱告與神的回應 

1、神為何不應允他的禱告 (一：2) 

2、他質疑神的公義 (一：3~4) 

3、神的回應 (一：6) 

4、他質疑神的行事法則 (一：13) 

二、他站在守望所 

1、在神面前等候 (二：1) 

2、神要他去宣告 (二：2~3) 

3、神的應許 (二：4) 

4、耶和華在聖殿中(二：20) 

三、先知的歡頌 

1、存敬畏神的心 (三：2a) 

2、願神的旨意成全 (三：2b) 

3、安靜等候災難來臨 (三：16) 

4、歡然迎接 (三：17~18) 

結語： 

1、禱告是要明白神的旨意  

2、敬畏神才會明白神旨意  

3、信靠順從就能以神為樂  



教會動態  

1. 第二季造就班即將於五月底截止報名！請參閱

綠色報名表，並儘速至櫃臺報名。 

2. 「等候父所應許的」一書讀書會，自 5/25(

本主日)起至 6/22連續五個主日下午 1:30-

3:00在教會二樓舉辦，歡迎未參加小組的弟

兄姊妹直接到二樓參與聚會。 

3. 本教會吳勇長老「等候父所應許的」一書，

已經出刊，還沒有拿到的弟兄姊妹可到櫃臺

索取。每人限拿一本，若需多取，請在櫃臺

登記用途。 

4. 5/25(日)8:30~13:00『希伯崙團契』在教會

一樓預備【找茶會】，歡迎前往享用。6/8

由『姊妹會』承辦 

5. 六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及 5-6月的「

禱告手冊」都已經出刊，弟兄姊妹請至主日

櫃檯購買或領取。 

6. 6/7（六）舉行「夏季水禮」，凡清楚重生

得救而尚未受洗的弟兄姊妹，請把握機會踴

躍到櫃台報名，5/25（本主日）報名截止。 

7. 6/14（六）舉辦童軍團「招生說明會」，歡

迎家中有升大班～國中生的家長至櫃台領取

報名表，或至教會網站下載。 

8. 【委身課程】上課時間：6/14【1001委身家

庭】、6/15【2001委身成長】、6/22【4001

委身宣教】，7/20【3001委身服事】，報名

請洽教會主日櫃台。 

9. 合家歡協會活動訊息：1.感謝神! 感謝參與

會員、志工及弟兄姐妹，上週日會員大會暨

理監事改選順利完成。2.花蓮璞石閣小棧

5/31舉辦新移民活動「親子同樂包棕趣」、

台東小棧 5/23舉辦生活粉絲團。 

10. 教會於 facebook 成立粉絲團，網址為：

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歡迎弟兄

姐妹加入，以獲取教會最新的消息。 

本週代禱事項  

【事工代禱】 

本棟建築多處磁磚剝落、牆壁滲水嚴重，求主

保守各場地的安全。本週要進行 6D 外牆瓷磚

重貼工程，求主預備合宜的天氣，保守工程順

利安全地進行。 

【合家歡協會代禱】 

1. 為洄瀾小棧擬定 104多元社會型計畫，求神

揀選合適配搭的合作單位。 

2. 為璞石閣小棧經營志工團隊事工代禱。 

3. 為總會籌備舉辦父親節電影欣賞會禱告，尋

求神的旨意。 

【宣教關懷】 

1. 5/25~31、5/26~31分別差派兩位老師在海

外培訓，請為老師授課所需的體力與靈力禱

告，並授課果效守望。 

2. 請為石榮英宣教士 5/16～30的海外探親與

培訓行程代禱。 

【國家社會】 

主啊願袮掌權在台灣的金融業！因袮為至高，

為萬有之首，金融業發展的能力、榮耀、強盛

都是袮所賜的。求主保守政府金融相關法令之

制定、能符合公平、正義、有助於金融產業發

展及合神心意之法令，並杜絕一切作假帳、投

機、利益輸送等違反法律之事。求主也在各金

融職場興起屬神百姓的領袖，讓他們作首不作

尾、居上不居下，為主興起發光。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禱告，阿們！ 

 

 

 

2014 親子成長營～溫馨登場 

繁忙生活中，為自己與孩子分別出 
「親子精心時刻」，透過營會活動 
促進親子彼此更多瞭解、一同成長 

歡迎家長帶著孩子踴躍報名 

對象：升小學三～六年級學生＆家長 
營會活動及報名資訊請見櫃台報名表 

6/7前報名享有優惠 
 

請洽主日櫃台/兒童主日學、方怡文傳道
（分機 517）/張婉華姐妹（分機 521） 

「什麼是服事、要如何服事」 
系列講座 

6/8（主日）下午 1:30在教會地下室副堂，

由吳孟雯姊妹分享「安寧志工經驗談」，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聖聖靈靈專專欄欄    

   靈恩運動話「三波」 

A.第一波：傳統的五旬節派（續）      

    大約過了四年(約 1904 年)，查理斯‧帕罕把托彼卡大復興的信息，傳到德州休士

頓，正巧來自俄亥俄州辛辛那堤市的黑人佈道家威廉‧西模( Wi11iam J. Sey- mour，

1870-1923 )也在那裹，西模原是黑人聖潔會的牧師，事奉上頗激進。在聽了查理斯‧

帕罕的五旬節信息之後於 1906年一月回到加州，就開始傳揚查理斯‧帕罕所教導的。

五旬節的聚會正式在加州的阿舒沙 (Asuza Street)登場，當時幾乎天天有聚會，會中

或有被聖靈擊倒的、說方言的、得醫治的，總之多人生命得著更新。洛杉磯時報 (L.A. 

Times)甚至派人專訪報導。消息傳聞不僅轟動整個洛杉磯，也吸引了許多美國及世界各

地的基督徒與牧者前來參加，欲一探究竟並追求靈命更新。這是繼托彼卡大復興之後的

另一次五旬節復興運動——名聞遐邇的阿舒沙大復興。 

本本文文節節錄錄自自周周學學信信老老師師所所著著「「靈靈恩恩神神學學與與歷歷史史探探討討」」˙̇經經中中華華福福音音神神學學院院出出版版社社同同意意使使用用  

 

本週壽星 弟兄： 黃浩鎧、鄭宇呈、阮牧道、高世光、施劍塵、賀明仁、王敬維 

 姊妹： 程郁雯、范春梅、許純萍、李潔、黃以謙、昌婷婷、胡若眉、吳佩芬、許孟妃 

許瑛華、陳以蓉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英語堂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64  244  247  21  576  20 
 

堂別 
幼幼 II 
0-3 歲 

幼幼 III 
0-3 歲 

幼兒 II 
4-6 歲 

幼兒 III 
4-6 歲 

兒童 II 
7-11 歲 

兒童 III 
7-11 歲 

尋真 
13-15 歲 

慕義 
16-18 歲 

真愛 
19-24 歲 

人數 4 12 10 14 23 12 25 14 18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 恩 國外差傳 

筆  數  76 筆 3 筆 9 筆 

金  額 6,830 653,000 127,669 15,1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6 月 1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瀞淵 

陳文元 吳麗秋 張恩齊 林穎知 鍾麗玉/尤曉貞 

第二堂 
陳石麟/樂團 

林韋翰 鍾坤岳/陳振中 板橋小組 

第三堂 蔡傑瑞 林穎真 以勒小組 

英語堂 
Joseph 

Ting 
謝翠玲 朱世玉 徐百瑩 張文叡 邵秀珠/曹黃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