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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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栐坤長老 

【讓心寬廣的路】 

撒母耳記上第十八章 1-30 節 

吳松霖 楊渝婷 

1. 我的燈需要油（讚美 174） 

2. 當轉眼仰望耶穌（讚美 282） 

3. 愛主更深（讚美 221）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馮佑行 

高  晟  

敬拜團 

1. 屬天的喜樂（約書亞） 

2.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讚美之泉） 

3. 安靜（讚美之泉） 

4. 住在祢裡面（讚美之泉）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黎仁明牧師 

【堅固保障】 

詩篇第四十六章 

錢睿煌 黃子恩 

1. 煉我愈精（讚美 421） 

2. 我是主羊（讚美 271） 

3. 輕輕聽 

福音中心 10:00-11:30 洪秋華師母 蔡加榮 曾禹棠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吳  揚 林于程 莊聰元/劉海湘 

第二堂 郭傳美 黃宗欽 

鍾坤岳 

新樁小組 

第三堂 胡若眉 新生小組/葉洪淑滿 

悅齡敬拜 翁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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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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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接納別人傳揚基督的福音行動  
12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13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

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14 並且那在主裡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

疑，越發放膽傳 神的道，無所懼怕。15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16 這

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17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

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

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腓立比書 1:12-18） 

 



讓心寬廣的路 

日期：2019年 8月 18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撒母耳記上第十八章 1-30節 

前言：我們與 神、與人關係的好壞，取決於內心的對否。 

一、要在眾人面前有                   （5-7,13-16,30節） 

1、 盡己能力表現稱職 

2、 勇於承擔身先士卒 

二、面對別人評價要                  （7-30節） 

1、 備受別人肯定時，要保持謙卑 

2、 受肯定不及人時，勿生嫉妒心 

三、發展                  的友誼關係（1-4節） 

1、 互相吸引的生命特質 

2、 彼此對 神專一的交托 

結語：讓我們將心歸 神，並且倚靠 神恩竭力保守己心勝過一切。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讓我對於 神和我自己有什麼新的認識？ 

2. 當自己受到的肯定不及於旁人時，我當如何保守自己的心？ 

3. 我願意作什麼調整或付出，來跟別人建立深厚的屬靈同伴情誼？



教會動態  

1. 201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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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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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團契8/18（本主日）沒有聚會，將參

加教會「看電影得成長」系列6—幸福之

音，歡迎邀請朋友一同前往。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1. 為日前甜蜜標竿、相愛小組、電影小組的

福音聚會都順利完成感恩。 

2. 2019ALOHA 暑期體驗營將於 8/17-19 在新

竹的萬瑞森林樂園舉辦。禱告讓同工、學

員們可以在自然的環境下預見 神、認識 

神；求 神讓整個營會平安順利舉行。 

3. 為將舉辦的福音行動禱告：8/18、8/25 兩

個主日的福音電影聚會；8/24（六）晨曦小

組桌遊；8/31（六）雅歌小組、夫妻共學、

滑水道合辦的洪成昌導演福音茶會。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徐葳葳宣教士在柬埔寨的工作簽證續簽方式

仍舊沒有著落，請迫切代禱。 

《泰北福音隊 8/12-20》 

1. 請為隊員們禱告：王啟仲、林世釗、張淑

雯、莊叔欽、甘燿嘉、李光偉、鄧宣圻、

陳惠馨、葉敏宣、趙之恆、鄧巧圻、魯平

正，讓大家的身心靈都能靠主恩典一直保

持好狀態。求主保護大家出入平安，及

8/20（二）回台的行程順利，並為在台的

家人都安康禱告。 

2. 為 8/15-16 在巴蹦國小舉辦中文營禱告，

為校長、老師們，及四至六年級 144 位孩

童守望，盼望聖靈引導，帶給學校不一樣

的營會，讓基督的愛、喜樂與生命充滿在

營會中，福音的種子存留人心。 

3. 為在福泰教會每晚的中文課、週末青少年

的聚會、主日每場聚會禱告，求主開福音

的門，使基督的愛、真理與豐盛，澆灌在

福泰教會中，使人得益處。 

《菲律賓納卯》黃錦鴻、郭抒惠宣教士 

8/17（六）晚間是八月份新僑聯合聚會，由

抒惠領唱、錦鴻分享信息「行 神眼中看為正

的一代」（王上十五 1-15）願這一代的新僑

能預備心帶著孩子一起與主親近。

悅齡敬拜 

8/25 福音主日 主題：聆聽微小的聲音 地點：教會 2 樓 

講員：葉薇心姐妹 

天韻合唱團資深詩歌作詞人 

曾獲得金曲獎國語歌詞作詞人獎 

 

吳松霖弟兄、溫  翎弟兄及蒲正寧弟兄 

長老按立感恩禮拜 

衷心期盼大家一起參與家裡的大喜事，齊心感謝 

神的恩典，並給予三位新長老最大的祝福。 

日期：8/24（六） 時間：14:00  地點：教會地下室會堂 

親子共學 B 團招生訊息 開學日：9/12（四） 

 在這裡，我們看重妳和孩子，從兒童發展心理學的觀點幫

助妳調整照顧孩子的步伐，並以最適合方式啟發他們健康

成長。 

 在這裡，妳我一起學習威信型教養模式，幫助親子關係在

信心、盼望、愛中安穩前進。 

 在這裡，我們一起學習婚姻的相處之道和伴侶共同打造健

康家庭。 

 在這裡，我們也分享喜樂哀愁，為彼此加油打氣，成為教

養路上的好夥伴！ 

邀請對象：準媽媽或家有嬰幼兒的親子（只收 25 名媽媽！) 

時間：2019/09~2020/01 每週四 10:00-12:00 共 18 週 

上課地點：教會 7D 教室 

課程內容：包含兩部份 

a.親子互動課程，含感統活動、律動、繪本、美勞。 

b.媽媽們的成長時間，含親職教育、婚姻課程、交流分享。 

  #媽媽成長時間附兒童安置 

聯絡人：方怡文 傳道（教會分機 517） 

敬拜司琴技巧課程 

邀請對象：渴望成為敬拜司琴的弟兄姐妹，邀請對象包括主日大

堂、悅齡敬拜、禱告會、學生團契，以及兒童主日學的司琴。 

時間：9/1 和 9/8（主日）13:00-15:00 地點：教會地下室會堂  

教師簡介：趙心慈老師（輔大音樂系畢業，天母禮拜堂司琴）  

報名方式：需要事先報名，請於主日櫃臺登記或洽馮心怡秘書

（分機 511） 



 

本週壽星 弟兄：李智炫、陳芳正、胡明智、曾以信、曾煥炎、荊宇元、陳有治 

  姐妹：蔡以琳、曾雨婷、張敏華、郭碧芬、胡寶玉、劉毓雯、羅淑芬、周雅容、蔡秀毓、 

翁天惠、詹欣儀、潘昭仙、連恩代、梁淑雯、何宛臻、林敏芳、陳姵如、林玨璇、 

陳峋蓉、何傳芳、李宜涯、王江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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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189 180 59  506  26 80 
 

堂別 
幼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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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愛 
19-24歲 

人數 13 4 10 32 18 10 26 17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場 地 福音中心 

筆  數 -- 53 筆 4 筆 3 筆 1 筆 18 筆 

金  額 23,750 436,500 6,000 13,040 12,013 205,2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8/25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商志雍 

長  老 

王文奇 藍以恆 楊璦寧 林穎知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陳建中 

大詩班 

胡若眉 
林維頌 

林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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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錚 

悅齡敬拜 
葉薇心 

姐  妹 
李  豔 鄧豔虹 章慧玲  蔡春梅/曹劉碧霞 

福音中心 
葉光洲 

長  老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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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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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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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