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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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榮華長老 

【散兵變大軍】 

馬可福音第三章 13-19 節 

曾俊明 梁惟新 

1. 來到主前（Crescendo 音樂事工） 

2. 從早晨到夜晚（讚美之泉） 

3. 榮耀的呼召（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 

陳雯嫻 

1. 眾城門抬起頭（生命河） 

2. 圍繞我（讚美之泉） 

3.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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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馮心怡 林于程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蔡傑瑞 

林維頌 

鍾坤岳 

馨香小組 

第三堂 
楊家菱 

恩雨小組 

悅齡敬拜 韓  達/葉肖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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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真團契（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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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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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剛強壯膽見證耶穌復活的福音信息 
13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神，就是我們列祖的 神，已經榮耀了他的僕人耶穌；你們卻把他交

付彼拉多。彼拉多定意要釋放他，你們竟在彼拉多面前棄絕了他。14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

反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神卻叫他從死裡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

作見證。16 我們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正是他所賜的信心，

叫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 （使徒行傳 3:13-16） 



散兵變大軍 

日期：2020年 5月 31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杜榮華長老 

經文：馬可福音第三章 13-19節 

大綱： 

引言：從海角七號傳奇說起… 

一、耶穌 人來完成 神的使命：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裏。他就設立十二個人。  

 馬可福音第三章 13-14a 節 

二、耶穌 人來完成 神的使命： 

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並給他們權柄趕鬼。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

又給他起名叫彼得，還有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又給這兩個人起名叫半尼

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羅買、馬太、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和達太、並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馬可福音第三章 14b-19 節 

1. 在 方面─學習常與主同在：  

2. 在 方面─學習基本的技能： 

3. 在 方面─學習做人的藝術：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我願意接受耶穌的呼召，成為跟隨祂、事奉祂的人嗎？ 

2. 我願意接受耶穌的訓練，在靈性、事奉和人際關係上不斷操練學習嗎？ 



教會動態  

1. 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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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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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袋不在架上或無按月奉獻專

用袋者可到櫃臺領取奉獻收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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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今年教會成長的方向及主要重點「

放膽傳福音」禱告。讓弟兄姐妹們在

疫情期間預備自己成為宣揚 神福音的

器皿。 

2. 為6/6（六）夏季洗禮禱告，求  神激

勵已信主的弟兄姐妹報名，並堅固弟

兄姐妹的心。 

【宣教關懷】 

《創啟地區》沐撒、家美宣教士 

1. 請為著因疫情滯留在台灣的期間能有好

的預備禱告。無論在學習、研讀當中都

有很好的得著；也有機會和弟兄姐妹分

享交通，並看見 神的心意。 

2. 父親在四月因摔倒傷及右手，骨頭碎裂

情況嚴重而進行手術。為術後休養與復

原禱告，求 神賜恩使復原狀況良好，

不影響未來的行動。 

3. 為事奉地區陸續恢復生活作息感恩，為

我們以網路聯繫、關懷能堅固彼此的信

心代禱。 

4. 為在台期間陪伴家人，有美好的見證分

享及互動，也讓家人不擔心我們返回工

場的平安。 

 

 

 

輔協講座 

美好親密關係的建立－一致性溝通 

家族治療大師 Virginia Satir 說：「人因相似而連結，

因相異而成長。」情感的親密關係是二個相愛又相異

的人的組合，如何面對相異而依然繼續相愛，是一生

學習的功課。 

講員：李島鳳老師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心輔所博士 

時間：5/31（本主日）13:30-16:00  

地點：地下室會堂（托兒服務在 7D） 主辦：輔協部 

英文團契 

時間：5/31（本主日）13:30  

地點：教會 4 樓 

聚會內容：曹瑀曦姐妹帶領藝術欣賞「印象派綜覽」 

下次聚會：6/7（下主日）宣教士 LeAnn Eyerman 證道 

關心穆斯林從「心靈之光」開始 
印尼文 Nurani 翻譯成中文，原意是良心。 

Nur 是阿拉伯文，意思是光，所以取名「心靈之光」。 

出版目的是希望能關懷在台的印勞， 

他們離鄉背井住在雇主家工作， 

面對孤獨及語言不通，盼藉此雜誌安慰他們的心。 

～歡迎大家至櫃臺索取～ 

夏季水禮 

6/6（六）將舉行「夏季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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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部「問卷調查」 

為幫助教會提供更符合您需求的造就

班課程，懇請您撥冗填寫問卷。 

因應疫情，第二季造就班報名期限延

後兩週，請弟兄姐妹們把握機會。 

請參見週報第 4 頁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 



本週壽星 弟兄：呂俊賢、陳季謙、林子寬、林立仁、林高弘、阮文清 

   姐妹：陳以蓉、潘麗如、陳豔玲、姚鈞瑋、李貴英、張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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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147 111 14 33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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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8 11 22 17 6 12 23 17 16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筆  數 -- 58 筆 4 筆 4 筆 1 筆 

金  額 41,478 601,200 9,500 10,000 5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6/7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栐坤 

長  老 

藍安良 吳麗秋 楊璦寧 李國寧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葉  昇 

黃宗欽 

而立小組 

第三堂 楊家菱 
高志明/林麗琴 

恩典小組 

悅齡敬拜 
吳松霖 

長  老 
李  豔 洪玉玲 趙  茵 

胡兆輝 

賴建誠 
陳博明/程淑姬 

109年 4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3,001 1.捐贈奉獻費用 $671,978 10.神學生補助 $51,000 

2.什一奉獻 2,538,118 2.供給 1,087,835 11.退休金費用 82,053 

3.感恩奉獻 33,000 3.保險費 115,294 12.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29,352 4.印刷費 24,081 13.水電費 6,251 

5.宣教事工奉獻 13,000 5.特支費 2,700 14.郵電費 16,410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616,471 

*109 年度結餘 -$1,807,023  

*差傳奉獻轉出 $39,500 

*靈修院奉獻 $1,000 

6.修繕費 3,177 15.活動費 41,646 

7.什費 65,444 16.購置設備  5,154 

8.暫付款 -45,600 17.代收款 -16 

9.其他費用 6,0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456,851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悅齡家族  Church+ APP      造就班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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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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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