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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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建國長老 

【住在基督裡】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1-10 節 

陳文元 劉蕙汝 

1. 讚美祂 讚美祂（讚美 26） 

2. 一道江河（客西馬尼） 

3. 在耶穌的腳前（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游玉菁 

陳雯嫻 

大詩班 

1. 常常喜樂（讚美之泉） 

2. 祢的名何其美（天韻） 

3. 生命活水充滿我（讚美之泉） 

4. 詩班獻詩：你若愛我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李瀞淵長老 

【放下】 

路加福音第二章 25-35 節 

李  豔 鄧艷虹 

1. 榮耀是主聖名（讚美 22） 

2.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讚美之泉） 

3. 詩篇 23 篇（讚美 188）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賴建誠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胡若眉 
鍾坤岳 

林于程 

張熒真/洪千雅 

周雅苓/李盈錚 

第三堂 黃信恩 
詹宜澤/吳燕玲 

李盈錚/王永翔 

悅齡敬拜 韓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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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尋求 神，因為尋求祂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34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35 照各

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36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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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4:34-37） 

 



住在基督裡 

日期：2020年 8月 23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賴建國長老 

經文：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1-10節 

1「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4 你們要

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

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6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

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

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

的門徒了。9「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 

大綱： 

一、結豐盛的果子：豐盛生命 

二、有亮光的讀經：靈修默想 

三、有果效的禱告：父得榮耀 

四、有愛中的團契：永遠保證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關於靈修默想  神的話語來活出聖經的真理，我有何被提醒之處？ 

2. 關於禱告支取  神的應許來成就祂美善旨意，我有何被提醒之處？ 

3. 關於效法基督的愛的榜樣來活出順服與犧牲，我有何被提醒之處？



教會動態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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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關懷】 

曾彥維弟兄與陳思筠姐妹已於 8/15（六）

在教會地下室會堂舉行結婚感恩禮拜，願 

神賜福這對新人。 

【為教會事工代禱】 

2020 ALOHA暑期營於 8/22-24 在宜蘭的

利澤簡活動中心舉辦。禱告讓同工、學員

們可以在三天兩夜的營會中預見 神、認識 

神；求 神讓整個營會平安順利舉行。 

【宣教關懷】 

《創啟地區》沐撒、家美宣教士 

1. 為許多同工受到疫情的影響，生活、服

事遭遇很大的困難，求 神開路，也為

他們轉變事奉策略及腳步，讓事工得已

順利推展禱告。 

2. 感謝 神，在台的日子有許多的充電及

學習的機會，讓沐家有多方面的裝備。

因著疫情創造出難得的契機，遇見許多

事奉的前輩及許多有恩賜老師的教導，

相信是出於 神的祝福。 

3. 為返回的行程代禱，需配合既定的管制

措施，期望在公衛相對落後的地區平安

度過隔離期。旅途中的交通轉乘及等候

都有 神的保守看顧。 

4. 感謝 神，沐撒的父親原先骨折已完全

康復，也恢復平時的生活作息，謝謝弟

兄姐妹為宣教士的代禱，期望福音早日

臨到沐撒、家美全家。 

 

 

 

英文團契 中文講座 

中年危機 

當你對以前深信不疑的事物產生懷疑，當你

攀上事業高峰，卻覺得生活空虛乏味…，歡

迎一起來認識「中年危機」，重新調整、對

焦，化危機為轉機。 

講員：Mrs. Elva Mulyono 青年使命團講師 

時間：8/30（主日）13:30-15:30 

地點：教會 4 樓 

輔協講座  

如何與家中年長親人相處 

講員：項朝梅老師 

現職：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專員 

時間：9/20（主日）13:30-16:00    

地點：地下室會堂 

主辦：林森南路禮拜堂 輔協部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悅齡家族  Church+ APP 

秋季水禮 

9/5（六）將舉行「秋季水禮」，已開始

接受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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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531 

 



本週壽星 弟兄：李照平、王維治、曾俊明、梁惠銘、甘燿嘉、王崑寶、張國相 

   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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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鳳屏、詹蕙宇、廖詠佳、林小嬋、方榮平、梁惠生、周文惠、辛福根、謝琇蓮、 

李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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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157 169 56  45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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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7 9 34 8 3 30 15 22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宣 教 

筆  數 -- 55 筆 6 筆 1 筆 

金  額 26,661 367,460 10,500 3,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8/30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藍安良 

傳  道 

吳松霖 

劉蕙汝 楊璦寧 章主恩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楊渝婷 蔡傑瑞 

葉  昇 

林穎真 

馨香小組 

第三堂 

林淑芬 

洪玉玲 

新生小組 

陳鼎元 標竿小組 

悅齡敬拜 
方怡文 

傳  道 
魯平正 蔡毓芳 章慧玲 

胡兆輝 

賴建誠 
張清林/蔡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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