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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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對危機四伏】 

馬太福音第十章 16-23 節 

藍安良 詹蕙宇 

1. 祢信實廣大（讚美 7） 

2. 想起難捨（讚美 217） 

3. 十架雖重（讚美 417）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馮佑行 

方榮平 

敬拜團 

1. 眾城門抬起頭（生命河） 

2. 這裡有榮耀（讚美之泉） 

3. 主祢永遠與我同在（約書亞）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謝琇蓮傳道 

【看見 神的榮光】 

馬太福音第十七章 1-8 節 

陳建中 詹蕙宇 

1. 我奇妙救主（讚美 395） 

2. 活著為耶穌（讚美 399） 

3. 求主滿我杯（讚美 370）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章主恩 劉海湘/蘇慧娜/莊聰元 

第二堂 郭傳美 鐘坤岳 

林于程 

新樁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豐盛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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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中學 4 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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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得時不得時，我要回應主的大使命 
15 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就彼此商議說：16「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

明顯的神蹟，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們也不能說沒有。17 惟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我們必須

恐嚇他們，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18 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

人。19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 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20 我

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使徒行傳 4:15-20） 

 



智對危機四伏 

日期：2020年 7月 19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李瀞淵長老 

經文：馬太福音第十章 16-23節 

壹、前言 
16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能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的防備敵對者，是福音的得勝者之歌 

貳、得勝的秘訣 

一、順著靈說話—被權貴公審—鞭打受審（17-20） 
17 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裡鞭打你們，18 並且

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19 你們被交的

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  20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裡頭說的。 

二、存耐心到底—被親人迫害—害死恨惡（21-22）  
21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22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三、逃離是上策—被社會逼迫—逼迫（23） 
23 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邑，

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參、結語 

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的防備，使我能勇敢的放膽傳福音 

個人默想及小組討論 

1. 傳福音時，我會擔心那些方面的逼迫？我曾經受過那些逼迫？ 

2. 耶穌這裡的教導帶給我那些方面的幫助？ 

3. 我在這三個功課上，最需加強的是那一個？我要如何改善？ 



教會動態  

1. 202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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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本主日）13:30英語團契在4樓聚

會。由Irene鄧艷虹姐妹帶領查經：雅各

書第 3章 1-12節，主題：Watch your 

mouth小心口舌。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為萬國禱告》俄羅斯 

1. 為俄羅斯目前正遭遇疫情、經濟的失序

禱告。確診人數持續增加，孱弱的醫療

體系，不良的篩檢技術與病床的匱乏，

已耗盡醫療人力與物資。國際油價崩盤

帶來的經濟衰退，是蘇聯時期以來最嚴

重的地步，看不見盡頭的經濟蕭條與令

人民無感的社會福利，使得俄羅斯的民

生陷入惡性循環。 

2. 願百姓看見未來的盼望不是靠著毒品、

酒精或犯罪，盼望唯在耶穌基督裡。求

主斷開魔鬼的ㄧ切權勢，除去歷史、社

會、屬靈各方面的障礙，釋放更多的百

姓歸回 神的國度。 

3. 為普丁總統禱告，能有機會經歷 神，尋

求 神的面，賜給他渴望讀經的心，從聖

經中尋找治理國家的答案。求主在其幕

僚決策群中，興起有忠心、有作為、有

屬靈生命與智慧的基督徒，按著 神的旨

意治理國家。 

4. 願俄羅斯真正享有信仰自由，根除對福

音派基督徒的偏見。 

5. 為俄羅斯不同的基督教宗派在基督裡合

一，共同為 神的國度而努力禱告。也求

主引導基督徒，使他們在履行 神對教會

使命的同時，能理解和遵守國內法律。 

6. 求 神賜給俄羅斯基督徒靈裡更新，擁抱

聖經真理並深根建造，能得著智慧和勇

氣，在日益艱難的信仰環境中依然堅持

信仰，靠主剛強站立。 

《台南信福福音隊》 

1. 隊員招募順利完成，共有 13位同工；已

開始各項籌備工作，求主使用成為祂福

音宣揚的管道。也保守隊員們身心靈的

健壯，在配搭中看見 神的恩典。 

2. 目前當地正在招生報名，請為此禱告，

求 神感動許多學生願意來參加營會。 

 

輔協講座 「讓生命發聲系列」 

憂鬱不只是憂鬱 
 
憂鬱情緒是生理的還是心理的？是跟別

人有關還是出於自己？是屬於過往的創

傷還是對未來的焦慮？原來憂鬱不只是

憂鬱。 

講員：李世易醫師 

現職：台北晴天身心診所醫師 

時間：7/19（主日）13:30-16:00 

地點：教會地下室會堂 

主辦：林森南路禮拜堂 輔協部 

 

啟發餐會 
 
疫情，使我們更急於辦啟發餐會； 

疫情，使我們更謹慎於辦啟發餐會。

8/20（四）起 18:00-20:30， 

我們以餐盒方式進行啟發。 

歡迎推介慕道友。 

報名請洽黃添妹秘書（教會分機 506） 



本週壽星 弟兄：林于程、吳承翰、楊國華、郭韋德、林維頌 

   姐妹：鄭欣怡、柯苡萱、謝翠玲、張  穎、方  霖、林柏芬、林容妃、叢  榕、葉宇真、 

 姜沈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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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169 145 4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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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6 10 33 8 4 40 20 16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筆  數 -- 52 筆 8 筆 1 筆 

金  額 23,150 402,800 21,000 4,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7/26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  健 

長  老 
陳栐坤 楊渝婷 黃聖穎 李國寧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吳松霖 

長  老 

温  翎 

陳雯嫻 

大詩班 

胡若眉 
葉  昇 

林穎真 

張熒真/洪千雅 

周雅苓/劉素玉 

第三堂 陳鼎元 
詹宜澤/吳燕玲 

李盈錚/王永翔 

悅齡敬拜 
杜明達 

牧  師 
李  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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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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