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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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震玉長老 

【勝過苦難的平安】 

約翰福音第十六章 33 節 

吳松霖 陸維芬 

1. 榮耀歸於真神（讚美 4） 

2. 我心靈得安寧（讚美 296） 

3. 倚靠永遠的聖手（讚美 250）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游玉菁 

曾瓊瑤 

大詩班 

1. 敬拜主+讓我們以頌讚為祭（新歌頌揚） 

2. 我知誰掌管明天（讚美 278） 

3. 詩班獻詩：信靠祂 

4.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讚美之泉）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趙榮台弟兄 

【修理看守上帝的園子】 

約翰福音第一章 3 節 

李  豔 鄧豔虹 

1. 美哉主耶穌（讚美 24）+ 

聖哉聖哉聖哉（讚美 1） 

2. 一切歌頌讚美 

3. 天父世界（讚美 16） 

福音中心 10:00-11:30 葉光洲長老 吳松霖 黃子琦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林穎知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胡若眉 葉  昇 

黃宗欽 

周雅苓/洪千雅/張熒真/劉素玉 

第三堂 郭傳美 周婷婷/詹宜澤/吳燕玲/劉海湘 

悅齡敬拜 章慧玲  蔡春梅/曹劉碧霞 

當日聚會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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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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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慕義團契（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1:00 悅齡敬拜 2 號 2 樓會堂 

10:00 福音中心 南京東路三段 311 號 8 樓（敦化國中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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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 一起來 

年度經文：5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

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書 1:5-6） 

 
頌讀專欄 具體表現：我要付代價與小組齊心努力傳福音 
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

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28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

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 神。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30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腓立比書 1:27-30） 



勝過苦難的平安 

日期：2019年 7月 28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林震玉長老 

經文：約翰福音第十六章 33節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第十六章 33節） 

大綱： 

一、在基督裏可以得著真正平安（v33上） 

1.  因基督的救恩得著平安 

2.  依靠真平安面對處境 

二、在基督裏有真平安面對苦難（v33中） 

1.  苦難是能造成痛苦的麻煩 

2.  苦難是憂愁到喜樂的過渡 

三、在基督裏有勝過苦難的確據（v33下） 

1.  凡事有勇氣、放膽的信靠 

2.  主的得勝成為我們的得勝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這篇信息，讓我對自己或 神有什麼新的認識？ 

2. 對於「在基督裏有真平安面對苦難」，我有什麼被提醒的地方？ 

3. 我想要在什麼事情上，經歷在基督裏得勝的平安？



教會動態  

1.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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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內利金山靈修園區於 8/3（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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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政部現正招募主日音控同工，誠摯歡迎

有感動的弟兄姐妹加入服事的行列。詳情

請洽：陳聰進秘書（教會分機531） 

4. 本主日英文團契沒有聚會，8/4（下主日）

聚會由改革宗神學院的成仁牧師帶領英文

查經。經文：撒母耳記下第十一、十二章

「大衛與巴示拔」、時間：13:30、地點：

教會4樓。歡迎參加。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1. 為暑期陸續出隊的福音隊及各營會禱告，

求 神賜下靈力、平安、恩典。 

2. 求 神興起弟兄姐妹傳福音的熱情，已有

近 40 小組回覆小組福音行動，求主保守

及祝福。也為還在計畫中的小組禱告，求 

神賜新智慧及同心，讓所有來參加過小組

活動的新朋友，都能被聖靈感動。 

【宣教關懷】 

《泰北福音隊》 

日期：8/12-20        

成員：王啟仲、林世釗、張淑雯、莊叔欽、

甘燿嘉、李光偉、鄧宣圻、黃惠馨、

葉敏宣、趙之恆、鄧巧圻、魯平正。 

代禱事項： 

1. 請為隊員的身心靈剛強壯膽禱告。 

2. 為每次的集訓禱告，求主幫助隊員對每一

課程、聚會、活動都能熟練，並能成為當

地兒童、青少年及成人的需要。 

3. 求主保守福音隊員在基督裡同心合意、彼

此幫補，讓團隊充滿默契、愛與喜樂的團

隊，所到之處見證我們是屬主的門徒。 

《創啟地區》沐撒、家美宣教士 

1. 求 神為我們開路，建立營商平台，透過

此平台與人建立關係。沐撒已漸漸熟悉業

務，近期有幾位新客戶要到府服務；求 

神一步步帶領，以此接觸更多人，進而成

為朋友，能有機會生命交流，希望這工作

可以成為服事這地百姓的媒介。 

2. 感謝 神保守身體健康，也求 神讓我們在

面對生活突發狀況時有快速的應變能力。 

3. 請為台灣的家人禱告，有健康的身體、一

切平安，也為家人的靈魂得救禱告。

家中訊息 

在六月三十日的週報中，我們向大家報告過：由

於教會事工的需要，以及因應教會將來的發展，眾⻑

老們推薦按立吳松霖弟兄、溫 翎弟兄及蒲正寧弟兄

為⻑老。 

感謝主，經過一個月時間的印證，大家也都接納

這三位弟兄。因此，我們決定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下午兩點，在教會舉行⻑老按立感恩禮拜，正式按立

他們成為我們的⻑老。 

教會最近一次⻑老按立禮是在二 O一六年三月，

這是我們三年來再一次按立⻑老，且同時按立三位。

這是 神家裏的大喜事，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一方

面齊心感謝 神的恩典；另一方面我們給三位新⻑老

最大的祝福，因為他們將要承接更大的服事與責任，

而弟兄姐妹的支持與祝福是他們最大的鼓勵！  

秋季水禮 

9/7（六）將舉行「秋季水禮」，即日起開

始報名。凡清楚重生得救而尚未受洗的弟

兄姐妹，請把握機會踴躍到櫃臺索取報名

表或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 

聯絡人：陳聰進秘書 2393-5542 分機 531 

 



 

本週壽星 弟兄：李紹誠、官啟民、邵兆璿、梁暐光、吳家椽、陳冠富、張博傑、曹邦荃、林士佑、 

薛立宇、黃士欣 

  姐妹：曾雪美、洪郁惠、羅家琪、黃慧容、杜昱函、邱淑霞、邱瓊瑤、李千惠、吳怡珊、 

謝麗春、陳滇辛、蕭麗君、韓秀真、吳燕玲、李月娥、施復萲、陳月螺、龐君豫、 

曹黃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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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中心 

人數 72 159 167 63  461  1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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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11 22 19 8 28 15 1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金 山 福音中心 

筆  數 -- 41 筆 5 筆 1 筆 1 筆 1 筆 11 筆 

金  額 34,102 323,156 10,500 1,000 3,000 1,000 153,02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8/4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  健 
長  老 

章主恩 吳麗秋 吳  揚 林于程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吳松霖 
傳  道 

王惠民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林維頌 
鍾坤岳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馮心怡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林震玉 
長  老 

陳建中 尤雪芳 趙  茵  車  莎/蔡春梅 

福音中心 
洪秋華 
師  母 

     

 108年六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77,450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12.神學生補助 $17,500 

2.什一奉獻 2,063,249 2.供給 1,041,470 13.退休金費用 79,639 

3.感恩奉獻 14,200 3.勞務費 13,000 14.租金費用 326,555 

4.其他奉獻 23,836 4.印刷費 31,375 15.水電費 4,846 

5.宣教事工奉獻 6,300 5.特支費 3,520 16.郵電費 15,291 

6.利息收入 2,656 6.修繕費 5,942 17.購置設備 33,87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287,691 

*108 年度結餘 -$2,224,271 

*差傳奉獻轉出 $80,000 

*建堂奉獻 $1,800 

7.什費 97,105 18.演講費 3,000 

8.活動費 2,458 19.代收款 -9,585 

9.暫付款 41,229 20.訓練費 5,300 

10.保險費 112,615 21.文具用品  203 

11.其他費用 196 22.差旅費 33,589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168,626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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