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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行在聖靈中－認識．經歷．順服－  

年度經文年度經文年度經文年度經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

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

在你們裡面。（約 14：16-17） 

本季目標本季目標本季目標本季目標：：：：聖靈－領我進入真理 

本週背誦經文本週背誦經文本週背誦經文本週背誦經文：：：：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 

本週聚會內容本週聚會內容本週聚會內容本週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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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安良 陸維芬 吳  揚 陳義方 而立小組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林聖恩 
葉培恩 陳振中 

新樁小組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林震玉 長老 【聖靈－教會的推動力】 

 使徒行傳第六章 1-7節 李  禎/敬拜團 郭傳美 
林維頌 栗維綱 

夫妻共學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Mark Edwards 【The Surprise No-Show 】 

The Book of Jonah  

黃信嘉 簡婉縈 
游玉真 徐百瑩 車  莎 吳佩芬 

當日聚會場地表當日聚會場地表當日聚會場地表當日聚會場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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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異象教會異象教會異象教會異象：：：：因為愛，我們服事    

教會使命教會使命教會使命教會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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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二號底樓   TEL：(02)2393-5542  FAX：(02)2396-0362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045-004-13017-2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E-mail: purpose@linnan.org.tw 

週間聚會請上林森南路禮拜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或洽 2393-5542 轉 533 詢問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教會的推動力教會的推動力教會的推動力教會的推動力 

日期：2013年 8月 18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林震玉 長老 

經文：使徒行傳第六章 1-7節 

 

前言 

一、教會的創建是聖靈的感動 

1. 教會是生命體（1） 

2. 教會看重恩賜分工 （2-4） 

二、教會的體制是聖靈的帶領 

1. 體制變動仍看重「彼此相愛」（1-5） 

2. 教會治理是先發展人後完成事（3-6） 

結語 

教會看重人的建造，得著的果效是：神的道興旺起來（7） 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3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教會動態教會動態教會動態教會動態  

1. 為幫助弟兄姊妹透過閱讀關於聖靈書籍能更認識「聖靈」，8/18（本主日）上午 9:30-

11:00，在教會一樓舉辦「從靈洗到滿有聖靈」聖靈書籍導讀、分享會。講員：葉光洲弟兄，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2. 感謝神，8/18（本主日)晚上「林書豪青少年之夜」的門票已發放一空，同時段教會二樓將設網路直播，歡迎弟兄姊妹帶朋友參加，於 17:30-18:00入場，節目將於 18:00正式開始。 

3. 教會推動閱讀的聖靈書籍「從靈洗到滿有聖靈」，上週有部分弟兄姊妹沒有拿到書，華宣書攤於8/18(主日)來補給書，並繼續以每本50元（原價70元）優惠本堂的弟兄姊妹。下一本「活在聖靈中」亦將同時以每本200元（原價270元）接受預購（需先付款）。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前往書攤購買。(書攤亦將繼續提供「我信聖靈」203-206缺文的插頁或換書的服務） 

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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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報名截止。 

5. 【委身課程】上課時間：9/8【1001 委身家庭】、9/15【2001 委身成長】、9/29【4001委身宣教】，10/27【3001 委身服事】，報名請洽教會主日櫃台。 

6. 7-9 月「禱告手冊」已出刊，請弟兄姊妹到主日櫃臺領取。 

7. 合家歡募集八成新或全新物資：嬰兒用品、直立電扇或桌扇 2台、大中小白色或黃色標準信封、文具玩具、廚房用品、衣物、項鍊耳環等飾品、全新電器、影音出版品。請送五樓 D室合家歡辦公室或電洽曹祕書 （2351-8331）。 

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  

【【【【個人禱告個人禱告個人禱告個人禱告】】】】    全職同工黃添妹姐妹的母親何秀姊妹 8/15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為 9/29音樂福音主日禱告，使弟兄姊妹再次領人到教會聽聞福音。 
【【【【宣教關懷宣教關懷宣教關懷宣教關懷】】】】    8/19~24 差派老師前往海外培訓，求主保守空中及陸上交通順利接駁、出入平安並當地學員獲得造就。 
【【【【國家社會國家社會國家社會國家社會】】】】    1. 求神保守台灣百姓的心，讓眾人的心思、意念、行為、判斷都是出於認識神的真理，唯有神的真理與屬神的公義，才能帶給國家真實的平安 2. 為台北市政推動不受弊案影響、郝市長知人善任，及司法機關依據證據公正辦案代禱。 

 

 

 

「司琴訓練課程」 敬拜部在九月份規劃了司琴訓練課程，為幫助現任教會、團契、小組的司琴同工，或曾有司琴經驗，有意願加入林南司琴團隊的弟兄姐妹，在心態、觀念與技巧上，得到更多的造就。 詳情請參照週報夾頁，於 9/1前投擲報名單。 敬拜部敬邀 
輔協講座輔協講座輔協講座輔協講座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我的家庭真可愛我的家庭真可愛我的家庭真可愛我的家庭真可愛！？＂！？＂！？＂！？＂ 

────────從從從從繪本看家人關係與建造繪本看家人關係與建造繪本看家人關係與建造繪本看家人關係與建造 家人關係就像藤蔓一樣， 既相互依靠又彼此牽連。 在做自己與愛家人之間，如何能夠兩全？ 當家庭結構發生變化，該如何調適並面對它？ 這一次，從繪本的圖像與文字體驗中， 尋找一條建構甜蜜家庭與和諧關係的道路。 瀞講員：歐玲 師母 現職：佳音電台「藝文生活家」節目主持人 花栗鼠繪本館課程活動顧問 時間：2013 年９月 1５日下午 1：30～4：00 地點：林森南路２號Ｂ1 主辦：林森南路禮拜堂 輔協部  

寫信給上帝 

將您最深切的需要帶到主施恩寶座前 請至穿堂櫃檯填寫代禱單，以禱告經歷上帝偉大的作為，並得著上好的福份！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靈靈靈靈靈靈靈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欄欄欄欄欄欄欄欄        耶穌的靈耶穌的靈耶穌的靈耶穌的靈 

今天的人們常會嗟嘆一件事，就是他們沒有生於耶穌當時的世代中，暗示倘若他

們生於那時，基本上便會信得更容易，並擁有更多的好處。對有這樣想法的人，耶穌

的話仍可應用在他們身上：「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

裏來。我若去，就差祂來。」這就是耶穌所行的事了。聖靈是耶穌臨別送給教會的禮

物，叫他們感覺到耶穌與他們真實的同在，彷彿他們仍站在加利利湖旁邊聽祂教導一

樣：聖靈能為我們作的，比耶穌為祂當時代的人所作的更多，祂能進到我們內心，住

在我們這個人的身上，不但能叫我們記起耶穌的教訓，更能向我們啟示耶穌的身分、

受苦和復活所帶來的更深意義，是我們單靠歷史事件所不能掌握的。我們不是變差，

反而是更好了。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文文文文文文文文節節節節節節節節錄錄錄錄錄錄錄錄自自自自自自自自邁邁邁邁邁邁邁邁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所所所所所所所所著著著著著著著著「「「「「「「「我我我我我我我我信信信信信信信信聖聖聖聖聖聖聖聖靈靈靈靈靈靈靈靈」」」」」」」」˙̇̇̇̇̇̇̇經經經經經經經經橄橄橄橄橄橄橄橄欖欖欖欖欖欖欖欖華華華華華華華華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出出出出出出出出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同同同同同同同同意意意意意意意意使使使使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本週壽星本週壽星本週壽星本週壽星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李智炫、陳芳正、姜博文、黃見宇、胡明智、趙榮台、曾煥炎、荊宇元、陳彥光 傅振宇、陳有治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張敏華、郭碧芬、胡寶玉、劉毓雯、周雅容、翁天惠、蔡秀毓、王江秀燕 詹欣儀、連恩代、潘昭仙、林玨璇、林敏芳、陳姵如、李  明、李宜涯、何傳芳 陳峋蓉 

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英語堂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64 215 285 21 58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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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5 8 16 22 21 33 28 24 
 

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宣 教 國外差傳 場 地 人 才 

筆  數  80 筆 1 筆 21 筆 1 筆 1 筆 

金  額 27,300 831,700 2,000 133,050 5,000 12,000 

下週下週下週下週聚會及聚會及聚會及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服事同工預告服事同工預告服事同工預告 

8月 25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文元 程玹圭 張恩齊 林于程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許知儀 
黃宗欽 

葉  昇 

萬華小組 

區娜莉/張清林 

第三堂 

葉光洲 
莊叔欽/小詩班 

林冠穎 
林穎真 

許知曉 
雅歌小組 

英語堂 Tim Yates 劉佩君 周雅涵 車  莎 陳卿瑞 曹劉碧霞 
  

����本週進度本週進度本週進度本週進度：「：「：「：「我信聖靈我信聖靈我信聖靈我信聖靈」」」」P.291 ~P.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