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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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長老 

【邁向未來的喜樂】 

腓立比書第三章 12-21 節  

陳栐坤 楊渝婷 

1. 祢信實廣大（讚美 7） 

2. 進迦南（讚美 261） 

3. 流通管子（讚美 401）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長老 

【平凡裡的超凡能力】 

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7-12 節 

温  翎 

蔡毓芳 

大詩班 

1. 祢真偉大（讚美 33） 

2. 我心靈得安寧（讚美 296） 

3. 詩班獻詩：主禱文 

4. 願主賜福看顧你（讚美 474） 

5. 回應詩歌：滿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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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明達牧師 

【反照 神的榮光】 

啟示錄第廿二章 1-5 節 

李  豔 鄧艷虹 

1. 祢信實廣大（讚美 7） 

2. 祢認識我（天韻） 

3. 我們聚集生命河邊（讚美 146）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李國寧 傅幸惠/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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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慧玲 
胡兆輝 

賴建誠 
袁薇蘋/洪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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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為 神的奇妙作為歸榮耀給 神 

21 官長為百姓的緣故，想不出法子刑罰他們，又恐嚇一番，把他們釋放了。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

事都歸榮耀與 神。22原來藉著神蹟醫好的那人有四十多歲了。 （使徒行傳 4:21-22） 



邁向未來的喜樂 
主題：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七） 

日期：2020 年 7月 26 日（第一堂） 

講員：李 健長老 

經文：腓立比書第三章 12-21 節  

＊基督徒邁向未來喜樂的動力是           （12） 

＊我們的三段人生 

一、放眼過去（未信主前及名義上的基督徒）（18-19） 

1. 產生錯誤的假設：以       為神   

2. 設立錯誤的目標：以           為念  

3. 擁有錯誤的心態：以       為榮耀   

4. 帶來錯誤的結果：        

二、展望未來 

1. 擁有正確的假設：未得著       ，未臻於       （12a） 

2. 設立確定的目標：             （12b） 

3. 懷抱熱切的心態：只有        ，忘記      ，努力       （13） 

4. 成就將來的結果：得天上的       （14） 

三、立足現在 

1. 按著我們所認識的真理來過目前的       （16） 

2. 留意並效法那些主內前輩給我們的       （17） 

3. 求  神使我們更明白什麼是                  （15） 

＊結論：等候與改變（20-21）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提綱 

1. 我未信主前人生最大的目標或期望是什麼？現在呢？  

2. 我現在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則是甚麼？ 

3. 我覺得我最該忘記三件會阻礙我成長的事是什麼？ 

平凡裡的超凡能力 
日期：2020年 7月 26 日（第二、三堂） 

講員：吳松霖長老 

經文：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7-12 節 

有耶穌在我們裡面 (7 節) 

ㄧ、讓我們能夠面對 （8-9 節） 

1. 處處受壓，卻不被壓碎 

2. 心裡困惑，卻沒有絕望 

3. 遭受逼迫，卻總有主在 

4. 常被打倒，卻不致滅亡 

二、讓生命能運行在 （10-12 節） 

1. 隨時準備常為耶穌冒死 

2. 向人顯明耶穌復活生命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如果我已經有 神的超凡能力，我會如何看待自己正遭遇的苦難？ 

2. 當我意識到我是「隨身帶著耶穌的死」時，我有什麼體會嗎？ 

3. 有耶穌在我裡面，我就有能力為耶穌受苦。在哪些事情上，我比較不願意為耶穌受苦呢？



教會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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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1. 泰國簽證已在 7 月初到期，重新辦理入

境簽證需透過泰國經濟駐台辦事處送件

到泰國外交部取得許可；但泰國目前只

開放商務工作簽證，宗教人士的工作簽

證尚未開放，求主施恩能盡速取得入泰

簽證。 

2. 為每週一晚上緬語入門課程學習禱告，

盼望能有效的學習與記憶，返回泰國時

可以運用得當。目前宣教工場有許多緬

甸勞工，所事奉的教會就有將近十幾位

的緬甸勞工。 

3. 為七月份參與預防失智延緩老化的課程

代禱，期盼能將此學習帶回泰國，成為

年長者事工上的幫助。 

4. 為每週六晚上前往八里帶工廠的泰勞上

基要真理課程代禱。 

5. 為主日分別在中壢與南崁的泰勞教會講

道的事奉代禱。 

6. 為在等待返回宣教工場的期間，所參與

的課程、各項聚會、服事感恩。也求主

保守有一顆平靜安穩的心面對現況。 

《台南信福福音隊》7/26-8/1 

1. 隊員有：藍安良、曾淑婉、陳惠馨、 

趙之恆、葉聿文、呂佳芯、楊佳霓、 

陳  緯、黃以謙、陳彥蘋、楊家菱、 

梁惟新、黃以誠。請為每ㄧ位隊員的身

心靈健壯禱告，特別在炎熱的天氣中求

主保守。 

2. 福音隊服事的對象是台南偏鄉小學一、

二年級居多的弱勢孩童。因為不能直接

在營會活動中傳福音，請為隊員們在整

個營會期間愛心的陪伴，以及一對一陪

談時間禱告，求主使用每一個機會，並

藉著隊員的愛心和生命分享，引導這些

孩子認識 神。 

看電影得成長 2020 

課程簡介：生命的不確定性是否引發你

深層隱然的焦慮？是否也打亂你對人生

的預想？讓我們透過電影來經歷看看，

並從信仰角度來體驗看看。  

講員：陳韻琳老師 

日期：8/2-23（主日）13:30-16:00 

上課次數：四次        

地點：地下室會堂   

啟發餐會 
 
疫情，使我們更急於傳揚福音； 

疫情，使我們更謹慎於辦啟發餐會。 

8/20（四）起，晚餐：18:30-20:30 

我們以豐盛餐盒方式進行啟發。 

歡迎推介慕道友。 

報名請洽 黃添妹秘書 教會分機 506 

輔協講座  

遇見 神眼中的你～心靈陪伴者指南  
當身邊的人在困境與沮喪中，如何用

神的愛激勵他？ 

當身邊的人在自卑與挫敗中，讓他找

回 神起初的創造 

你也可以成為心靈陪伴者，攜手一起

與 神相會 

講員：陳利根 傳道/諮商師 
現職：雅各堂傳道/喜樂心理所諮商心理師 

時間：8/16（主日）13:30-16:00 

地點：教會 2 樓 

主辦：林森南路禮拜堂 輔協部 

 



本週壽星 弟兄：劉俊偉、梁暐光、吳家椽 

   姐妹：婁貴華、黃添妹、溫思綺、林麗卿、王怡人、吳祉芸、曾雪美、洪郁惠、黃慧容、 

 杜昱函、楊家菱、邱淑霞、邱瓊瑤、李千惠、吳怡珊、謝麗春、陳滇辛、蕭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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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156 162 38  41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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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11 23 11 7 36 9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場 地 感 恩 

筆  數 -- 46 筆 2 筆 1 筆 3 筆 

金  額 35,551 569,050 4,500 3,500 17,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8/2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栐坤 

長  老 

陳文元 吳麗秋 黃聖穎 章主恩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黃宗欽 

鍾坤岳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陳宏信 

長  老 
蘇韞玉 蔡毓芳 趙  茵 

胡兆輝 

賴建誠 
陳博明/程淑姬 

109年六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213,200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11.神學生補助 $51,000 

2.什一奉獻 1,865,569 2.供給 1,086,835 12.退休金費用 81,893 

3.感恩奉獻 91,500 3.保險費 116,574 13.租金費用 386,284 

4.其他奉獻 11,126 4.印刷費 11,729 14.水電費 6,244 

5.宣教事工奉獻 3,000 5.特支費 5,985 15.郵電費 14,661 

6.利息收入 2,135 6.修繕費 155,401 16.書報費 12,34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186,530 

*109 年度結餘 -$1,710,656 

*差傳奉獻轉出 $81,000 

*靈修院奉獻 $51,000 

*建堂奉獻 $5,000 

7.活動費 7,578 17.其它費用 192 

8.什費 110,109 18.購置設備  38,189 

9.暫付款 -45,072 19.代收款 -636 

10.演講費 3,000 20.訓練費 7,7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359,514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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