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基督徒  林森南路禮拜堂  Weekly Journal.  Vol.2326    2014.07.27 
     

 

 

 

年度主題：靠聖靈得生  靠聖靈行事 

年度經文：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五章 24-25 節）  

本週背誦經文：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

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加拉太書六章 1 節) 

本週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 員／講 題／經 文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07:30~08:50 

地下室會堂 

 李  健 長老 

【聖靈充滿之服事的榜樣】 

 使徒行傳 

李清光 陸維芬 林冠穎 林于程 橄欖樹 2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馮佑行/大詩班 

林聖恩 
許知曉 

栗維綱 

萬華小組 

林美月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郭傳美 雅歌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Clement Cheng 

【The Great Commission】 

 Matthew 28:18-20 

劉佩君 黃信嘉 鄭淑慧 車  莎 邵秀珠 

當日聚會場地表  

時 間 主 日 聚 會 地            點 

07:00 清晨守望禱告 2 號 地下室 副堂 

09:1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4 號 3 樓-1 

09:10 尋真團契 (13-15 歲) 中正公民會館（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8 樓） 

09:10 慕義團契 (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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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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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之服事的榜樣 

日期：2014 年 7 月 27 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李 健長老 

經文：使徒行傳 

一、慷慨       ，愛神愛人  

「36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子）。 37 他有田地

，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徒四：36-37） 

二、受託辦事，值得          

「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

講。 20 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 21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

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22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 23 

他到了那裏，看見 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  （徒十一：19-23） 

「28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 

29 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30 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

送到眾長老那裏。」             （徒十一：28-30） 

三、提攜       ，人先於事 
「26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他們卻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 27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向他說話，他在大馬色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 28 於是

掃羅在耶路撒冷和門徒出入來往，」            （徒九：26-28） 

「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25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26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

提阿起首。」              （徒十一：24-26） 

「36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景況如何。 37 巴拿巴有

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38 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去做工，就以為不

可帶他去。 39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徒十五：36-39） 

四、盡心服事，不計        
「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

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

的工。」                 （徒十三：1-2） 

「7 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羅同在。士求‧保羅是個通達人，他請了巴拿巴和掃羅來，要聽  神的道。」 

  （徒十三：7） 

「12 於是稱巴拿巴為丟斯，稱保羅為希耳米，因為他說話領首。」        （徒十四：12） 

「12 眾人都默默無聲，聽巴拿巴和保羅述說 神藉他們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蹟奇事。」    （徒十五：12） 

「35 但保羅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許多別人一同教訓人，傳主的道。」      （徒十五：35）



教會動態  

1. 八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及 7-8月的「

禱告手冊」均已出刊，弟兄姊妹請至主日櫃

檯購買或領取。 

2. 為增加肢體間彼此認識與交流的機會，委身

家庭部將於 8/31(日)下午 2:00 至 4:30 舉行

「林南牧場」之「紙想和你在一起」親子玩

創意活動，地點在地下室副堂，活動名額 80

人，報名期間自 7/6 至 8/24，額滿截止，歡

迎呼朋引伴，亦可邀請新朋友，相關資訊請

洽櫃台。 

3. 9/6（六）舉行「秋季水禮」，凡清楚重生得

救而尚未受洗的弟兄姊妹，請把握機會踴躍

到櫃台報名，8/24報名截止。 

4. 沒有「等候父所應許的」一書的弟兄姊妹，

可到櫃臺索取。每人限拿一本，若需多取，

請在櫃臺登記用途。 

5. 「台灣歌仔戲班劇團」是以歌仔戲傳福音的

團體，多齣戲劇中有些是以聖經故事改編。

農曆七月演出多齣精彩好劇，都是傳福音的

媒介，歡迎弟兄姊妹多多關心、利用。詳情

請看川堂海報或洽櫃台。 

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關懷】 

鄭家常長老及林治平弟兄上週進行眼睛手術，

請為他們術後的恢復及休養能蒙神賜恩代禱。 

【事工代禱】 

1. 7/29 (二)姊妹會舉行年中慶生會，為籌備和

連絡工作禱告，也求神顯明同在的恩典，讓

姊妹們為生命感恩喜樂。 

2. 請為 8/2~8/4 的 ALOHA 體驗營禱告，求主預

備一位救生員同工，並求聖靈感動各時段負

責的輔導同工完成教案編寫。 

3. 大堂樑柱內木質部份有蛀蝕的跡象，將於

7/28 開始進行進行修繕，求主讓修繕工程順

利，不會影響聚會。 

4. 第二季的造就班報名已經陸續開始上課。盼

望所有開設的課程都能符合弟兄姊妹靈裡的

需要，激勵弟兄姊妹願意花時間在神的話語

上多下功夫，讓授課的老師們和上課的學員

們都同蒙造就。 

【宣教關懷】 

7/26~8/2差派老師前往海外培訓，請為老師授

課所需的體力與靈力，並授課果效、交通順暢

守望禱告。 

【國家社會】 

為麥德姆颱風過後，各地災情的復原禱告，受

害的百姓都能順利獲得協助、恢復家園。 

阿爸電影分享會 

榮獲優良電影輔導金及曾獲得 6座金鐘

獎導演洪榮良將於 7/27(日)下午 1:30～4:00

於本教會大堂放映，感人肺腑、榮獲金馬獎

電影音樂入圍的影片《阿爸》。 

本片除在電影中邀請周杰倫、阿妹、五

月天…等當紅歌手一起詮釋 40年代洪一峰

老師的音樂作品外，更由洪導演親自見證父

親洪一峰老師蒙恩信主的過程。 

合家歡協會 

敬邀您及家人、朋友蒞臨觀賞 
 

神學課程：小先知書 

《課程簡介》在昔日的希伯來社會中，先

知扮演多重的角色，一方面對社會的現象和

問題有屬靈的洞察力，對是非曲直能作客觀

的判斷，並對邪情歪風發出嚴肅的警語；另

一方面，對神的屬性和作為有深入的認識，

無論境遇好壞、人的反應，都能忠實的將神

的話語傳遞給以色列民，使神的百姓能明白

神的心意。透過此課程，我們將探討十二小

先知書的背景、特點和神學主題，使我們也

能在這世代中，作神無愧、忠心的工人。 

授課老師：杜榮華長老 

     (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宣教部主任) 

上課時間：9/18起，每週四晚7:15-9:45 

上課地點：本堂二樓 (共計12週) 

報名：請至主日櫃臺報名，9/7截止。 

費用：2300元(含報名費) 

9/18第一堂課時繳交 

(本課程與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合開) 



 

本週壽星 弟兄： 卿建業、李紹誠、官啟民、黃鈺傑、邵兆璿、吳家椽、張博傑、曹邦荃、張國楨 

 姊妹： 蔡佳妤、吳祉芸、張思敏、洪郁惠、曾雪美、羅家琪、黃慧容、杜昱函、邱瓊瑤 

鄧瑋晶、李千惠、蕭麗君、陳滇辛、施復萲、李月娥、曹黃美慧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英語堂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72  224  251  22  569  因颱風暫停 
 

堂別 
幼幼 II 
0-3 歲 

幼幼 III 
0-3 歲 

幼兒 II 
4-6 歲 

幼兒 III 
4-6 歲 

兒童 II 
7-11 歲 

兒童 III 
7-11 歲 

尋真 
13-15 歲 

慕義 
16-18 歲 

真愛 
19-24 歲 

人數 13 12 6 6 29 12 35 16 29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宣 教 國外差傳 感 恩 

筆  數  56 筆 1 筆 6 筆 3 筆 

金  額 1,012,601 620,636 5,000 21,000 53,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8 月 3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栐坤 

陳文元 吳麗秋 陳  緯 林穎知 鍾麗玉/尤曉貞 

第二堂 
藍安良/樂  團 

林冠穎 
鍾坤岳/陳振中 

板橋小組 

第三堂 蔡傑瑞 以勒小組 

英語堂 
Mark 

Edwards 
劉佩君 朱世玉 徐百瑩 張文叡 邵秀珠/曹黃美慧 

  

2014 年六月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05,252 1.什費 $64,090 11.差旅費 $57,007 

2.什一奉獻 2,033,631 2.捐贈奉獻費用 284,500 12.特支費 8,704 

3.感恩奉獻 140,104 3.水電費 4,000 13.租金費用 483,062 

4.其他奉獻 43,166 4.印刷費 18,091 14.退休金費用 77,694 

5.宣教事工奉獻 12,000 5.供給(含神學生) 1,299,289 15.郵電費 21,838 

6.利息收入 6,981 6.修繕費 4,958 16.購置設備 27,310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341,134 

*2014 年度結餘 

- $2,880,744 

*差傳奉獻轉出 $108,500 

*人才奉獻$4,000 

*靈修院奉獻$2,700 

7.訓練費  4,750 17.活動補助 160,332 

8.保險費 124,247 18.演講費 15,000 

9.代收款 -257 19.書報費 21,766 

10.文具用品  2,050 20.暫付款 16,0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694,431 

長老：顏順志    行政部長：王憶靜   會計：黃添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