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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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0:40 

線上直播 

蒲正寧長老 

【耶和華這麼說…就這麼成就】 

創世記第廿五章 19~34 節 

吳松霖 何恕瑜 

1. 眾城門抬起頭（生命河） 

2.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讚美之泉） 

3. 榮耀的呼召（讚美之泉）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線上直播 陳文元 葉  昇 

本週壽星 弟兄：羅  靖、傅永豪、廖璽文、鄭茂村、翁金泰、張恩齊、錢慶文、白龍華、趙之恆、 

李國寧、于士傑 

 姐妹：黃如玲、李家麗、鄧和華、方婉琪、朱國梅、何家毓、林美月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筆  數 37 筆 3 筆 1 筆 

金  額 493,500 4,000 1,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7/4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線上直播 陳栐坤長老 陳文元 李忻恩 馮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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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福音的盼望 

年度經文：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做準備，以溫柔、敬畏

的心回答各人。 （彼得前書第三章 15節） 

具體表現：在人需要上看見我責任 

25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26 耶穌對他說：「律

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27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28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路加福音第十章 25-28節） 

Facebook粉絲團 教會網站 第二季造就班 悅齡家族 Church+ APP 



耶和華這麼說…就這麼成就 

日期：2021年 6月 27日（線上直播） 

講員：蒲正寧長老 

經文：創世記第廿五章 19~34節 

一、 神的主權在於  

19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後代記在下面。亞伯拉罕生以撒。20以撒娶利百加為妻的時

候正四十歲。利百加是巴旦‧亞蘭地的亞蘭人彼土利的女兒，是亞蘭人拉班的妹子。
21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她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

就懷了孕。 

二、 神的主權在於  

22孩子們在她腹中彼此相爭，她就說：「若是這樣，我為甚麼活着呢？」她就去求問耶

和華。23耶和華對她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

來大的要服事小的。24生產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雙子。25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

有毛，如同皮衣，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26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掃的

腳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以撒年正六十歲。 

三、 人應該用 來回應 神的揀選 

27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棚裏。 

28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29有一天，雅各熬湯，以掃從

田野回來累昏了。30以掃對雅各說：「我累昏了，求你把這紅湯給我喝。」因此以掃

又叫以東。31雅各說：「你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32以掃說：「我將要死，

這長子的名分於我有甚麼益處呢？」33雅各說：「你今日對我起誓吧。」以掃就對

他起了誓，把長子的名分賣給雅各。34於是雅各將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以掃吃了

喝了，便起來走了。這就是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聽完今天信息，我是否對於「神的主權」有新的認識？ 

2. 在對於順服 神的主權一事上，我最大的困難為何？ 

3. 我可以如何調整我的生活，才能更多回應 神對我的揀選與呼召呢？



教會動態  

1. 教會預計設立急難救助專戶，並成立專責

委員會審核相關作業流程，期待可以協助

在疫情當中有經濟需要的弟兄姐妹。若有

感動的弟兄姐妹，可以奉獻至該專戶，下

週主日會公布專戶相關奉獻資訊。 

2. 7/4聖餐主日，將在當日敬拜線上直播同時

舉行線上聖餐，弟兄姐妹可在家裡一起領

聖餐。餅杯預備方式會透過Line群組、

Church+、官網和FB發布。 

3. 「靈修日引-出、利、民」已出刊，欲索取

紙本請洽蔡瑤芳秘書（教會分機526）告知

姓名、地址即可寄送，或透過church+（教

會通）閱覽。 

4. 7月份的靈修材料「每日活水」已經出刊 

（大字版70元、一般版50元），疫情期間

為鼓勵弟兄姐妹持續靈修，書錢及郵資都

採自由奉獻的方式，請洽蔡瑤芳秘書（教

會分機526）告知姓名及通訊地址，以郵寄

方式寄送。 

5. 第二季造就班報名期限延至6/30（三）截

止。請大家把握機會連結教會官網或

Church+ 線上報名！聯絡人：蔡瑤芳秘書

（教會分機526）。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肢體禱告】 

曹瑀曦姐妹的母親林玉釵姐妹於 6/14 安息主

懷，追思禮拜訂於 7/1（四）舉行，求主安慰

家人，並保守喪葬事宜順利平安。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感謝 神垂聽眾人代求，宣教士夫婦終於有

機會跟老吳夫妻傳福音，他們專心聆聽，

並表示得好好想想。老尹哥哥嫂嫂現在每

週六下午都等著宣教士夫婦到他們家講耶

穌故事、一起跟耶穌禱告。 

2. 為阿諾一家人都願意親近耶穌、信靠耶穌

代禱。 

3. 求聖靈在高涅人當中大大作工，藉 神蹟奇

事、異夢、神的話，讓失喪的高棉人認罪

悔改、相信耶穌基督，受洗、加入教會，

成為肢體。 

4. 柬埔寨自二月下旬迄今，從首都金邊疫情

熱點向外省蔓延，每天有數百個確診案例

。求 神抑止疫情發展，並藉此轉為當地屬

靈的祝福。 

5. 感謝 神保守顧念，宣教士夫婦身體健康，

家人都平安。 

6. 徐葳葳宣教士的工作證尚未核發，同時宣

教士夫婦的簽證將於七、八月陸續到期，

都已送件申請續簽，請代禱能順利進行。 

110 年五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38,300 1.捐贈奉獻費用 $422,882 10.租金費用 323,444 

2.什一奉獻 1,638,989 2.供給 1,262,238 11.退休金費用 97,228 

3.感恩奉獻 65,900 3.保險費 136,555 12.神學生補助 40,500 

4.其他奉獻 13,801 4.修繕費 1,117 13.購置設備 1,690 

5.宣教事工奉獻 39,800 5.差旅費 2,399 14.郵電費 13,77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1,896,790 

**110 年度結餘 - $533,172 

*差傳奉獻轉出 $50,500 

*靈修院奉獻 $47,000 

6.什費 67,762 15.印刷費  27,348 

7.活動費 38,404 16.特支費 169 

8.代收款 -16,720 17.水電費 40,575 

9.暫付款 2,138 18.文具用品 15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461,657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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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urpose@linnan.org.tw


林森南路禮拜堂線上聖餐預備說明 

關於聖餐 
按照聖經的吩咐，我們守主的聖餐，是為了記念主的死、表明(宣揚)主的死(哥林多前書

11 章 23-29 節)，也包含見證我們在主裡是合一的(哥林多前書 10 章 16-17 節)。所以，使

我們蒙福的，並不是餅跟杯本身，而是我們按著經訓，用信心來到主前，藉著餅跟杯，我們

思念主救贖的大愛，我們因此得以與主在靈裡有更深的交通。雖然疫情暫時攔阻了我們一起

聚集在會堂中擘餅記念主，但我們仍可以預備心，透過視訊設備，記念為我們死而復活、無

所不在的主。 

讓我們以心靈和誠實，同心來到主前，在記念主為我們受死的救贖恩典時，更深經歷主

永不改變的慈愛，更有信心宣告「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

了」(羅馬書 8 章 37 節)。 

如果是全家人一起進行線上聖餐，可以由其中一位(例如家長)，跟著主領長老的帶領，按

實際人數將餅分成數塊，遞給家人。如果您所在的地方沒有餅和杯，請您也用真實的信心，

用心靈和誠實與我們一同記念主為我們受死的救贖恩典。 

聖餐的預備 

線上聖餐需要預備的物品包括：餅、葡萄汁或葡萄酒、盛餅的盤子、裝葡萄汁或葡萄酒

的杯子。 

1. 餅和盤的預備：可自行製作無酵餅，若不方便製作，也可以用淡味的麵包或蘇打餅代替。

依照人數預備餅，將餅置放於合適的盤子上。 

2. 杯的預備：依照人數預備葡萄汁或葡萄酒，一人一杯。 

3. 無酵餅的製作 

事先預備物品：中筋麵粉(20g)、冷水(15c.c.)、平底鍋、麵桿、蒸架。 

• 中筋麵粉和水攪和，揉成團，靜置 10 分鐘。 

• 將麵團桿成薄餅，愈薄愈好，但是不要破掉。如果家中沒有麵桿，可以用馬克杯來代

替，慢慢將麵團推薄。 

• 平底鍋熱鍋後開小火，將薄麵餅置入鍋內，慢慢煎至看起來沒有水分。剛煎的時候，

可用鍋鏟一邊煎一邊壓平，以防邊角處翹起，而且要不時翻面，避免烤焦。煎乾後，

先將餅拿起置於一旁。 

• 在平底鍋底部放蒸架，將煎好的餅放在蒸架上，蓋上鍋蓋，用小火慢烤約 10-15 分

鐘，直至鍋蓋上看到有水珠，聞到有餅香味就可以拿起。（此步驟是將餅中水分收乾

，吃的時比較脆，不易黏牙） 

4. 若家中有水餃皮，可參考以下簡易版的製餅方式。 

若水餃皮是儲存於冷凍，先移至冷藏，等解凍後，隔天就可以用烤箱烤。烤的時候，一

面烤 5 分鐘，翻面再烤 4 分鐘，就可以完成。因烤箱廠牌與溫度不同，第一次烤的時候

，要觀察合適的時間。水餃皮冷凍前要先分裝，以方便解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