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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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志雍長老 

【在試煉中成長（1）：   

忍耐與盼望】 

雅各書第一章 1-4 節 

藍安良 楊渝婷 

1.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讚美之泉） 

2. 新的意象 新的方向（讚美之泉） 

3. 回應詩歌：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 

郭喆軒 

樂  團 

詩  班 

1.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讚美之泉） 

2. 新的意象 新的方向（讚美之泉） 

3. 詩班獻詩：諸天同述說 

4. 回應詩歌：恩典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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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瀞淵長老 

【悅齡人生 生命越老越美麗】 

腓立比書第二章 12-14 

蘇韞玉 連恩代 

1. 頌讚主聖名（讚美 29） 

2. 耶穌領我（讚美 301） 

3. 服事主耶穌真快樂（讚美 407） 

4. 神就是愛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章主恩 橄欖樹 2 

第二堂 胡若眉 鍾坤岳/賴建誠/葉培恩 趙  茵/鄭欣怡/方娜娜/聶文玲/陳麗貞 

第三堂 陳鼎元 鍾坤岳/賴建誠/林于程 李  麗/邱淑玲/謝瓊嬅/余虹達/許瑛華 

悅齡敬拜 謝慧純 胡兆輝 陳滇辛/張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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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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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幫助多一位家人得著基督救恩 
21 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 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22 摩西曾說：
『主─ 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23 凡

不聽從那先知的，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24 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凡說預言的，也都說到這
些日子。25 你們是先知的子孫，也承受 神與你們祖宗所立的約，就是對亞伯拉罕說：『地上萬
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26 神既興起他的僕人，就先差他到你們這裡來，賜福給你們，叫你們
各人回轉，離開罪惡。」 （使徒行傳 3:21-26） 



在試煉中成長（1）：忍耐與盼望 

日期：2020年 6月 14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商志雍長老 

經文：雅各書第一章 1-4節 

1作 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

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3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4但忍耐也當成功，使

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雅各書 1:1-4   

I.  試煉的四個特質 

1. 試煉是不可避免的 

2. 試煉是各式各樣的  

3. 試煉與喜樂不是互斥的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

樣樣都有的。 哥林多後書 6:10 

4. 試煉與成長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 8:28 

II. 如何才能在試煉中成長 

1. 堅持忍耐 

2. 積極盼望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以賽亞書 6:1 

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天就開了，得見 神的異象。 

  以西結書 1:1 

54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55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

看見 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 神的右邊，56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

右邊。 使徒行傳 7:54-56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過去的試煉對我的生命曾經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2. 對於試煉，我有什麼新的認識？ 

3. 我的人生目前有哪些試煉須要去面對？



教會動態  

1. 6/21（下主日）13:30 在教會地下室副

堂召開今年度第二次「長執同工會」，

請長執同工們預留時間出席會議共商教

會聖工。 

2. 第二季造就班於 6/14（本主日）截止報

名，請把握最後機會至主日櫃臺填寫綠

色報名表，或至 Church+「教會活動」

點選網路報名網址，亦可掃描週報第 4

頁 QR code填寫線上報名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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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政部徵求主日音控及視訊同工數名，

我們提供完整且專業的教育訓練，歡迎

有感動及意願的弟兄姐妹向陳義方弟兄

（分機 537）報名。 

 

本週代禱事項  

【為國家社會代禱】 

1. 為世界各地受到疫情影響的國家禱告，

求主賜下醫治、憐憫和安慰，彰顯祂的

榮耀，叫人看見 神的大能與慈愛。 

2. 為世界各地的各種社會、政治衝突事件

禱告，求主賜下慈愛與憐憫，讓人回轉

向主、被主的愛醫治和接納，享受在主

裡的彼此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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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弟兄姐妹們預備自

己成為宣揚 神福音的器皿。 

2. 教會已經全面恢復三堂主日大堂敬拜、

悅齡敬拜以及各級主日學，求主賜下恩

典並預備弟兄姐妹的心，讓我們可以回

到教會享受同心合意敬拜 神的美好。 

【宣教關懷】 

《創啟地區》沐撒、家美宣教士 

1. 感謝 神，在疫情當中可以透過科技設

備持續關懷服事地區的朋友們，彼此打

氣、鼓勵，一起度過疫情的風暴，更顯

出主所賜下的平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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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沐撒父親的骨折康復，及與家人相處

有美好的見證分享禱告。 

4. 為返回工場的腳步代禱，期望疫情受到

控制，讓我們能盡快的返回事奉地區。 

 

 

 

2020 快樂一夏親子成長營 

我是天財好管家 

即日起至 6/21（主日）接受報名，暑假後升四

年級-升七年級之學生及家長報名參加！  

時間：7/22-25（三-六）9:00-17:00    

地點：教會地下室會堂 

對象：暑假後升四年級-升七年級之學生及家長 

※ 家長需在 7/4 下午及 7/25 整天參加 

※ 恕不收未足齡學員 

※ 名額有限，敬請把握機會報名 

費用：學員 1,800 元 

※ 費用含每天餐費及點心費、教材費、

活動費、材料費、保險費...  

※ 若已完成報名繳費臨時取消行程，

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其他相關細節請掃描 QR code 見報名表內容。  

聯絡人：方怡文傳道 (分機 517 ) 

主辦：育成部兒童牧區 



本週壽星 弟兄：陳昱仲、薛凱威、林志福、蔡宏昌、陳栐坤、巫忠勇 

   姐妹：劉如芳、姚夢蘭、歐玲宜、林淑美、王先琚、王靜綸、施嘉川、黃淑芬、高淑真、 

 曹家菱、康峰菁、江佳琪、魏珮瑜、蔡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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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197 157 37 45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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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0 11 33 13 6 34 24 17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建 堂 金 山 

筆  數 -- 88 筆 13 筆 6 筆 1 筆 1 筆 1 筆 

金  額 138,600 652,855 33,500 26,000 3,000 5,000 50,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6/21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瀞淵 

長  老 

章主恩 黃子琦 楊璦寧 林于程 
劉海湘/蘇慧娜 

莊聰元 

第二堂 吳松霖 

方榮平 

敬拜團 

郭傳美 
葉  昇 

林穎真 

新樁小組 

第三堂 楊家菱 新生小組 

悅齡敬拜 
洪素榕 

牧  師 
陳建中 黃子恩 翁玉芬 

胡兆輝 

賴建誠 
曹黃美慧/陳月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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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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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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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