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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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瀞淵長老 

【『第一』的團隊】 

馬太福音第十章 5-15 節 

章主恩 黃子琦 

1. 當轉眼仰望耶穌（讚美 282） 

2. 將心給我（聖徒詩歌） 

3. 我願為祢去（小羊詩歌）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 

方榮平 

敬拜團 

1. 在這裡（讚美之泉） 

2. 齊來讚美（讚美之泉） 

3. 永遠的依靠（陳國富） 

4. 榮耀的呼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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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素榕牧師 

【生命的塑造】 

以弗所書第二章 1-10 節 

陳建中 黃子恩 

1.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新歌頌揚） 

2. 耶穌奇妙的救恩（讚美 340） 

3. 深知所信（讚美 339）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林于程 劉海湘/蘇慧娜/莊聰元 

第二堂 郭傳美 葉  昇 

林穎真 

新樁小組 

第三堂 楊家菱 豐盛小組、新生小組 

悅齡敬拜 翁玉芬 
胡兆輝 

賴建誠 
曹黃美慧/陳月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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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難逼迫，我仍要勇敢見證耶穌復活 
1 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祭司們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2 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

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惱，3 於是下手拿住他們；因為天已經晚了，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
4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到五千。 （使徒行傳 4:1-4） 



「第一」的團隊 

日期：2020年 6月 21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李瀞淵長老 

經文：馬太福音第十章 5-15節 

壹、前言 

福音要傳遍世界，平凡的加利利漁夫，靠他們行麼？憑什麼？ 

貳、「第一」團隊的特點 

一、帶著愛心出去（5-6） 
5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

你們不要進；6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二、帶著信心出去（7-8） 
7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8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

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 

三、帶著平安出去（9-15） 
9 腰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10 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

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11 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那裡誰是好人，就住

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12 進他家裡去，要請他的安。13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們所求

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14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

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15 我實在告訴你

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參、結語 

是歡喜收割回來的團隊！ 

個人默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帶給我在服事上有那些鼓勵及安慰？ 

2. 在這三個恩典中，我最需加強那一方面？為什麼？ 

3. 我要採取什麼行動，讓我可以放膽服事、傳福音？ 



教會動態  

1. 6/21（本主日）13:30在教會地下室副堂

召開今年度第二次「長執同工會」，請

長執同工們準時出席共商教會聖工。 

2. 6/21（本主日）英文團契於13:30在4樓

聚會。由Rommy秦國民弟兄帶領雅各書

第六課「積極的信心」。經文：雅各書

第二章14-16節。歡迎參加。 

3. 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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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內利金山靈修園區於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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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國家社會代禱】 

為世界各地的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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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造就班已經陸續開課，盼望所有

課程都能符合弟兄姐妹靈裡的需要，求

主激勵弟兄姐妹願意在祂的話語上多下

功夫，讓老師和學員都同蒙造就。 

【宣教關懷】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1. 感謝弟兄姐妹們都很關心返回泰國事奉

的時間，並為工作證到期一事禱告。各

方也傳了許多泰國的訊息及新聞，但目

前尚無官方正式公告，因此仍等待適當

的時機返回。 

2. 關於工作簽證即將到期一事，根據所得

到的建議，將前往駐台泰國經濟辦事處

詢問養老簽證一事，求主開啟回泰國事

奉的道路。 

3. 請為在泰國的邦蕾泰安佈道所（泰緬）

禱告，原來的傳道夫婦返泰東北家鄉，

因新冠肺炎疫情泰國戒嚴禁止跨省交通

就不回來了，為泰安堂需要重新規劃這

間佈道所的去留代禱。 

4. 為泰南友誼一村晨光佈道所的傳道人禱

告，她的先生檢驗出鼻咽癌末期，為需

要有適當的治療代禱。 

5. 目前與泰勞之友會配搭，八里有不少外

勞，但還沒有佈道所，目前每週六都會

到工廠區附近公園舉辦活動。感謝主，

上週六（6/13）舉辦佈道會有兩位泰勞

決志信主，請為後續跟進禱告，也為正

在上受洗課的三位以上泰籍勞工禱告。 

 

【光鹽童軍團 招生家長說明會】 

時間：7/11（六）13:30-16:30 

地點：教會 2 樓 

【本次招收對象及年齡】 

＊稚齡童軍團：暑假後升小學一年級 

（恕不接受小學二年級） 

＊幼 童 軍團：暑假後升小學三～四年級 

（恕不接受小學五年級） 

＊童  軍  團：暑假後升小學六年級-國中 

【聯絡人】 

教會分機 526 洽陳聰進團長 

【報名方式】 

請掃 QR Code 填寫報名表 

從懷疑到相信 

疫情趨緩，經過疫情，您有親友

對福音感興趣嗎？「從懷疑到相

信」是一個很好的媒介，歡迎您

成為隊工或成為介紹人。 

請掃描 QR Code 

2020 服事主日 

「林南是一個服事團隊！」 

邀請您來加入這個團隊，發揮

恩賜，一同建立基督的身體。 

請掃描 QR CODE 認識林南各部門及填寫線上

回應單，透過服事來實踐林南的異象與使命！ 



本週壽星 弟兄：何傳厚、薛凱恩、許宏彬、秦之謙 

   姐妹：趙  芸、王宜渟、趙  茵、張偉玲、林美慧、林淑南、林美豔、江恩潔、黃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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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203 149 41  45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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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 5 12 23 12 8 33 17 16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筆  數 -- 44 筆 3 筆 2 筆 

金  額 9,800 391,300 16,500 32,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6/28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藍安良 

傳  道 

陳文元 詹蕙宇 黃聖穎 李國寧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温  翎 

蔡毓芳 

大詩班 

胡若眉 
黃宗欽 

鍾坤岳 

洪千雅/劉素玉 

周雅苓/李盈錚 

第三堂 陳鼎元 
詹宜澤/吳燕玲 

李盈錚/王永翔 

悅齡敬拜 
歐玲瀞 

師  母 
魯平正 鄧艷虹 章慧玲 

胡兆輝 

賴建誠 
袁薇蘋/洪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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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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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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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