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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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安良傳道 

【大放膽量，講「你」的道】 

使徒行傳第三章 1 節-四章 31 節 

陳文元 吳麗秋 

1. 快樂歌（讚美 17） 

2. 恩雨大降（讚美 167） 

3. 靠近十架（讚美 64）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王惠民 

高  晟 

樂  團 

1. 我知誰掌管明天（讚美 278） 

2. 有人在為你禱告 

3. 救贖的恩典（讚美之泉）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李瀞淵長老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信而受洗】 

使徒行傳第二章 30-47 節 

錢睿煌 尤雪芳 

1. 我願像你（讚美 211） 

2. 愛的真諦（基督是主） 

3. 愛傳福音（讚美 341） 

4. 快樂日（讚美 350） 

福音中心 10:00-11:30 葉光洲長老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章主恩 林于程 張錦如/傅幸惠/蘇慧娜 

第二堂 蔡傑瑞 葉  昇 

林穎真 

而立小組 

第三堂 蔡尚琪 恩典小組/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章慧玲   

當日聚會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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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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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中學 4 樓教室 

09:10 慕義團契（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1:00 悅齡敬拜 2 號 2 樓會堂 

10:00 福音中心 南京東路三段 311 號 8 樓（敦化國中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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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 一起來 

年度經文：5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

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書 1:5-6） 

 具體表現：我要勤禱告 讓我的小組更多活出愛 
9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10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

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 

（腓立比書 1:9-11） 



大放膽量，講「你」的道 

日期：2019年 6月 2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藍安良傳道 

經文：使徒行傳第三章 1節-四章 31節 

引言 

大綱： 

一、 福音大能帶來的改變（徒 3:1-10） 

二、 彼得的道（徒 3:11-26） 

三、 福音的挑戰（徒 4:1-22） 

四、 福音的建造（徒 4:23-31） 

五、 結語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有誰是我感到他/她迫切需要福音的？為什麼？我會如何為他/她禱告？ 

2. 我會怎麼述說福音？我會如何介紹耶穌？什麼是「我」的道？ 

3. 面對傳福音與處境的挑戰，我會如何看待與回應？



豐盛第三人生講座 

第三人生 攜手共老 愈活愈好 

不管我是否滿意上半生，但退休後，應自我設計，

自我實現，好好愛自己一次。邀請您參加迎向第三

人生的七大主題課程。 

每一主題 6 小時共 42 小時研討課程 

講師：成亮弟兄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對象：55 歲以上願意預備自己面對

老化及服事年長者 

日期時間：6/8、22（教會 4 樓）；8/10、24； 

 9/21、28；11/9（教會 2 樓） 

星期六 9:00-12:00 上課；1330-16:30 分組研討 

報名請洽蔡瑤芳秘書（分機 526）或掃瞄 QRcode

線上報名。 

教會動態  

1. 原定在本主日舉行的媽媽禱告會暫停乙

次，請媽媽們注意。下半年的媽媽禱告

會日期是：7/7、9/1、10/6、11/3、12/1

（8月暫停），歡迎媽媽們將時間分別出

來，一起為自己、家庭、孩子禱告！ 

2.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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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馬內利金山靈修園區於 6/19（三）舉

辦服事體驗活動，有意者請至主日櫃臺

報名或洽蔡瑤芳秘書（教會分機526）。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1. 為五月份順利完成的小組福音行動，及

每週的啟發餐會感恩，求主保守同工能

同心協力繼續一起向新朋友見證福音。 

2. 為 6/8（六）動感小組滿月圓旅遊、6/21-

23（五-日）新婚小組在利澤簡的旅遊退

修會、6/22-23（六-日）、甜蜜標竿小組

的露營及 6/15（六）啟發的週末營、每

週三的餐會禱告，求 神賜下好天氣，及

感動人心的靈。 

【宣教關懷】 

《菲律濱福音隊》『菲』比尋常 兒童中文營 

日期： 6/29-7/7（六-日）        

地點：納卯基督教小學 

對象：納卯基督教小學 人數 80位 分 4組 

成員：鍾坤岳、劉紹恩、黃以誠、鄧宣圻、

劉兆容、黃乙玉、黃皓雲、李佩芬、

當地同工 4-6位。 

代禱事項： 

1. 為目前預備中文教學課程內容、文化課程

及闖關活動和詩歌禱告，盼望能吸引並切

合當地兒童的需要。 

2. 為藉著一次次集訓，隊員能更彼此熟悉、

有默契，能同心配搭服事。 

3. 為當地報名工作禱告，求 神預備學生的

心，歡喜樂意參加營會。 

4. 藉著營會接觸當地的兒童，並邀情納卯教

會的青年同工一起參與，以建立孩子、家

長與教會間的連結。 

《菲律賓納卯》黃錦鴻、郭抒惠宣教士 

這週教會於基中學校舉辦兒童暑期聖經班，

這是是三十年來每年必辦英語夏令會，今年

有近四百位孩子、五十位同工參與（抒惠擔

任其中的小隊輔導）。求主保守活動平安；

孩子們在屬靈方面的得著。接下來還有少年

及青年夏令會、華人教會合辦的（民答娜峨

島、全菲）青年夏令會等，都求主使用。

英文團契 

由張文叡弟兄帶領英語查經「Hannah's prayer」 

經文：1 Samuel Ch1 

時間：6/2（主日）13:30 地點：教會 4 樓 

下次聚會：6/9（主日）英文查經 

2019 快樂一夏親子成長營「我是時間好管家」 

即日起至 6/16（主日）接受報名，邀請暑假後升小四~升國一

之學生及家長報名參加！請至主日櫃臺索取報名表。 

時間：7/25-27（四-六）   地點：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其他相關細節請見報名表。 聯絡人：方怡文傳道 (分機 517 ) 

ALOHA 暑期體驗營 

2019 ALOHA 暑期體驗營將於 8/17-19（六-一）

舉辦，即日起接受報名，邀請暑假後升國高中的

青少年報名參加！請至主日櫃臺索取邀請卡。 

報名：請掃 Qrcode 線上報名。 

聯絡人：馮心怡秘書（分機 511） 主辦：育成部學生牧區 



 

本週壽星 弟兄：林子寬、林立仁、林高弘、阮文清、段重民、傅博文、莊允行、高賢齊 

  姐妹：潘麗如、陳豔玲、姚鈞瑋、李貴英、葉于甄、張金枝、丁禮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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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中心 

人數 74 204 150 69 497 1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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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真 
13-15歲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5 12 11 10 35 9 10 39 10 16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福音中心 

筆  數 -- 

 

30 4 1 1 9 

金  額 7,201 178,600 20,000 500 300 98,255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6/9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吳松霖 

傳  道 

曾俊明 詹蕙宇 羅  靖 林穎知 橄欖樹 2 

第二堂 

莊叔欽 

郭喆軒 

小詩班 

胡若眉 

黃宗欽 

鐘坤岳 

趙  茵/鄭欣怡 

蔡可倫/陳麗貞 

第三堂 

黃信恩 

李  麗/余虹達 

許瑛華/邱淑玲 

悅齡敬拜 陳滇辛/袁薇蘋 

福音中心 
葉光洲 

長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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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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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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孩子的品格與性情禱告（您也可以用這個禱告詞為自己及身旁有需要的人禱告） 

求主賜給＿＿＿＿＿一顆柔順的心，能孝順父母，聽從父母的教導。奉主耶穌的名祝福＿＿＿＿＿，

因著他對父母的孝順，在世長壽多得恩福的應許（弗 6:2），要真實的成就在他身上。 

 *出自《箭袋禱告手冊》；彩虹愛家出版；陳正雄牧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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