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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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安良傳道 

【當竭力進入那安息】 

希伯來書第四章 1-13 節 

吳松霖 劉蕙汝 

1. 快樂歌（讚美 17） 

2. 想念主愛（讚美 204） 

3. 祂隱藏我魂（讚美 254）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 楊渝婷 

1. 喜樂泉源（讚美之泉） 

2.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祂是主 

（新歌頌揚） 

3. 我要愛慕祢（約書亞）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林淑芬 

洪玉玲/許泓靈 

新生小組 

1. 我要看見（讚美之泉） 

2. 在這裡（讚美之泉） 

3. 獻詩：照常顯大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石榮英宣教士 

【福音書中的聖靈（二）】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26 節、 

約翰福音第十六章 1 節 

魯平正 陳彥蘋 

1. 萬福源頭（讚美 2） 

2.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讚美 192） 

3. 聖靈的江河（讚美之泉）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章主恩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蔡傑瑞 葉  昇 

林穎真 

馨香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標竿小組 

悅齡敬拜 章慧玲 胡兆輝/賴建誠 袁薇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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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弟兄姐妹攜手去傳福音 
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

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3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使徒行傳 3:1-4） 

 



竭力進入「那」安息 

日期：2020年 8月 30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藍安良傳道 

經文：希伯來書第四章 1-13節 

1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

了。2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

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3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說：「

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

成全了。4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5又有一處

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6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

信從，不得進去。7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8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

不再提別的日子了。9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10因為那進

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11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

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12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

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13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

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大綱： 

一、經文引用：從創造到一個民族蒙拯救的敘事（希伯來書第三章 7-19節） 

二、所謂「安息」（詩篇第九十五篇） 

三、當竭力進入（希伯來書第四章 1-13節） 

i. 選擇相信 

ii. 當敬畏 

iii. 選擇安息在主前 

結語：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透過今天的信息，主對我有什麼提醒？ 

2. 在接下來的一週，請選擇一天默想這段經文：希伯來書第四章 6-11節。 

3. 我覺得什麼是我的「安息」？哪裡是我可以重新得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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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事工代禱】 

為今年教會成長的方向及主要重點「放膽

傳福音」禱告；特別為已開始進行的啟發

餐會、各小組舉辦的福音聚會禱告，讓弟

兄姐妹們成為宣揚 神福音的器皿。 

【宣教關懷】 

《泰北清萊湄占》黃靜兒宣教士 

1. 祈求疫情能盡快結束，黃靜兒宣教士的

簽證能順利送件及辦理，能回泰北繼續

事奉，也求 神保守大家能平安健康。 

2. 為已升大一的學生張文蘋禱告，目前以

半工半讀的方式繼續學業，求 神幫助

她也保守她能安排好自己的優先順序，

緊緊倚靠主。 

3. 為青培的學生能認真學習，越來越認識

主、倚靠主禱告，也賜給王瑪莉姐妹智

慧、耐心帶領學生。 

4. 黃靜兒宣教士的脊椎狀況透過復健已有

改善，求主幫助能透過耐心持續的復健

得治癒，有健康的身體持續奔跑天路。 

5.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二哥一家、大弟

一家、妹夫一家），求主賜下得救的恩

典，也差派天使向他們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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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團契 中年危機 （中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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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13:30-15:30 地點：教會 4 樓 

印尼文「心靈之光」雙月刊來了～ 
歡迎加入家門口的宣教 

櫃臺有印尼文的雙月刊，請大家索取。 

許多印尼看護在家或醫院照顧雇主， 

盼望這本刊物帶給他們平安與鼓勵， 

讓我們一起來關顧及善待寄居本地的印尼朋友們。 

宣教講座 宣教的上帝 
講員：金克宜師母（中華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 

時間：9/19（六）19:00-21:00   場地：教會 4 樓 

宣教是上帝的心跳 是上帝的心意 

聖經何時提到宣教？ 

宣教的目的究竟何在？救人脫離地獄！？ 

歡迎一起來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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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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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台北研經培靈會 

穿透黑暗的明光 ─ 守望、對話、見證 
2020 台北研經培靈會將於 10/6（二）-10/8（四）在

南京東路禮拜堂舉辦。 

鼓勵弟兄姐妹預留時間參與一年一次的培靈會； 

當週教會週三（10/7）禱告會暫停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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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壽星 弟兄：孫泰良、王  璿、馮永村、韓  達、蘇文彬、李孟翰、李隆祥、鍾坤岳、高遠江 

   姐妹：林貴鴻、張詣青、劉瓊安、薛利利、洪千雅、徐子婷、吳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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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183 148 41  43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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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7 9 5 8 34 12 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啟發餐會 宣 教 感 恩 

筆  數 -- 27 筆 7 筆 5 筆 2 筆 1 筆 1 筆 

金  額 14,450 567,900 23,100 64,000 103,000 500 2,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9/6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栐坤 

長  老 

章主恩 吳麗秋 楊璦寧 李國寧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黃宗欽 

鍾坤岳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蒲正寧 

長  老 
陳建中 洪玉玲 趙  茵 胡兆輝 陳博明/程淑姬 

109年七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28,461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12.神學生補助 $39,000 

2.什一奉獻 1,958,205 2.供給 1,106,835 13.退休金費用 81,893 

3.感恩奉獻 25,000 3.保險費 115,938 14.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13,698 4.印刷費 43,613 15.水電費 34,473 

5.宣教事工奉獻 6,000 5.特支費 3,240 16.郵電費 15,36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 2,131,364 

*109 年度結餘 -$ 1,841 ,427 

*差傳奉獻轉出 $ 77,000 

*靈修院奉獻 $ 2,000 

6.修繕費 64,806 17.書報費 7,520 

7.活動費 2,142 18.其他費用 2,000 

8.什費 68,324 19.購置設備  4,087 

9.暫付款 25,550 20.代收款 652 

10.演講費 6,000 21.文具用品 2,750 

11.勞務費 5,0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262,135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