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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靠聖靈得生  靠聖靈行事 

年度經文：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五章 24-25 節）  

本週背誦經文：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

軛挾制。 (加拉太書五章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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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家常 長老 

【水洗與靈洗】 

 使徒行傳第一章 4~5 節 

莊叔欽 陸維芬 羅  諄 林于程 
劉海湘 

蘇慧娜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楊素媛/敬拜團 

林韋翰 

鍾坤岳 

陳振中 

馨香小組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林行健 長老 

【靠著聖靈跨出舒適圈， 

 活出盼望成聖的人生】 

 羅馬書第五章1~5節 

林冠穎 標竿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Gaeton Caro 

【We are God’s original 

masterpiece】 

Eph 2: 1-10, Gen 1:27 

OM Logos Hope team 周雅涵 張文叡 王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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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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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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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與靈洗 

 

時 間：2014年 8月 31日（第一、二堂） 

講 員：鄭家常 長老 

經 文：使徒行傳第一章 4-5節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

離開耶路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

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

要受聖靈的洗。」 

一、用水施洗： 

     1、主的應許 (可 16:16)  

     2、保羅的訓勉 (羅 6:4，8)  

     3、要有新生的樣式  

      (1)領受基督的生命 (約 20:21) 

      (2)得更豐盛的生命 (約 10:10)  

      (3)內心一天新似一天 (林後 4:16)  

     4、為主而活 (加 2:20)  

二、受聖靈的洗  (徒 1:5) 

「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1、在五旬節聖靈降臨 (徒 2:2-4)  

     2、在撒瑪利亞 (徒 8:15-16)  

     3、彼得在哥尼流家 (徒 10:47-48)  

     4、保羅在以弗所 (徒 19:4-6) 

     5、聖靈充滿的目的 (徒 1:8) 

 

 

 

靠著聖靈跨出舒適圈 

活出盼望成聖的人生 

時 間：2014年 8月 31日（第三堂） 

講 員：林行健 長老 

經 文：羅馬書第五章 1-5節 
 

引言：  

 

1.因信稱義－進入        中（羅五:1-2）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

相和。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

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2.跨出          －患難生忍耐（羅五: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3.      面對問題－忍耐生老練（羅五: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4.結出          －老練生盼望 

（羅五:4-5上）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５.聖靈澆灌           （羅五:5下）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總結：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

望不至於羞恥！ 

 

 



教會動態  

1. 委身家庭部主辦的「林南牧場」之「紙想和

你在一起」親子玩創意活動，今天（8/31）

下午 2:00-4:30在教會地下室副堂進行，敬

請已報名的家庭準時出席。 

2. 「等候父所應許的」第二梯次的讀書會，自

9/7起至 10/5連續五個主日下午 2:00-4:00

在教會一樓舉辦，歡迎未參加小組的弟兄姊

妹自行攜帶此書，直接到一樓參與聚會。 

3. 九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及 9-10月的

「禱告手冊」均已出刊，弟兄姊妹請至主日

櫃檯購買或領取。 

4. 因應 9/7中秋節連假中正公民會館不開放，

尋真團契改到四樓聚會，請家長留意。 

5. 【委身課程】上課時間:9/13【1001委身家

庭】、9/20【2001委身成長】、9/28【4001

委身宣教】、10/19【3001委身服事】，報

名請洽教會主日櫃台。 

6. 台北市以馬內利靈性發展協會徵求會員，歡迎

贊同本會宗旨:「發展人類靈性光輝來提升天

賦潛能，促進敬天愛人及物之心，增進社會

祥和風氣，創建幸福豐盛人生」之弟兄姊妹

加入，請於 9/5前，至主日櫃台填寫入會申請

書。 

7. 輔協部於 9/21 下午 1:30 在地下會堂舉辦講

座，講題:靈性健康，講員:吳雅莉牧師，歡

迎弟兄姊妹邀請朋友來聆聽。 

8. 教會因場地整合，可以奉獻一台鋼琴給有需要

的機構或弟兄姊妹，請於本週五前連繫行政部

同工陳聰進弟兄(教會分機 531)。 

 

 

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代禱】 

傅孫國弟兄 8/28凌晨安息主懷，享年 99歲。

求主安慰家人，並保守後續事宜處理順利。 

【事工代禱】 

合家歡協會 8/30-31(六、日)於花東舉辦年度

同工會&旅遊服務，請為路途交通的平安、美

好的天氣、會友能享受其間，充滿聖靈的帶領

保守與有豐盛收穫禱告。 

【宣教關懷】 

下半年海外培訓事工從八月下旬陸續展開，求

主保守每個點的平安，使神國工人的受訓不受

攔阻，並分別為他們預備事奉的出路。 

 

神學課程：小先知書 

《課程簡介》在昔日的希伯來社會中，先

知扮演多重的角色，一方面對社會的現象

和問題有屬靈的洞察力，對是非曲直能作

客觀的判斷，並對邪情歪風發出嚴肅的警

語；另一方面，對神的屬性和作為有深入

的認識，無論境遇好壞、人的反應，都能

忠實的將神的話語傳遞給以色列民，使神

的百姓能明白神的心意。透過此課程，我

們將探討十二小先知書的背景、特點和神

學主題，使我們也能在這世代中，作神無

愧、忠心的工人。 

授課老師：杜榮華長老(基督門徒訓練神學

院宣教部主任) 

上課時間：9/18起，每週四晚7:15-9:45 

上課地點：本堂二樓 (共計12週) 

報名：請至主日櫃臺報名，9/7截止。 

費用：2,300元(含報名費) 

9/18第一堂課時繳交 

(本課程與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合開) 

OM 望道號(Logos Hope)福音船 
8/23-9/9 首訪基隆港 

舉辦全球最大的海上書展 

英語堂 8/31 主日邀請望道號團隊 

帶領敬拜和傳講福音信息 

歡迎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加 

 

2 0 1 4台 北 研 經 培 靈 會  

主題：假與真 
日  期：2014年9月30日(二) — 10月2日(四) 

研經一：下午2:00-3:30 瑪垃基書--邵晨光院長 

研經二：下午4:00-5:30 葉雅蓮老師 

培  靈：晚上7:00-9:00 假與真--李思敬院長 

地  址：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南京東路

2段110號-捷運蘆洲線「松江南京站」2號出口) 

主  辦：2014台北研經培靈會籌備會 

      



 

本週壽星 弟兄： 孫泰良、唐立權、林裕輝、韓  達、蘇文彬、李孟翰、游御堅、高遠江、李隆祥 

陳孟皓、鍾坤岳、胡殿雄、陳文毅 

 姊妹： 楊睿璿、張詣青、劉瓊安、薛利利、洪千雅、劉巧溶、徐子婷、張周卿卿 

吳巧敏、沈佳樺、林采津、方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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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218  298  30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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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3 4 16 19 13 18 15 19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 恩 國外差傳 

筆  數  47 筆 4 筆 5 筆 

金  額 17,000 330,396 61,000 6,6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9 月 7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  健 

陳石麟 吳麗秋 陳  緯 林穎知 鍾麗玉/劉海湘 

第二堂 
陳文元/樂  團 

章主恩 
黃宗欽/葉  昇 

板橋小組 

第三堂 蔡傑瑞 以勒小組 

英語堂 
LeAnn 

Eyerman 
謝翠玲 李詩青 徐百瑩 張文叡 邵秀珠曹/黃美慧 

  

2014 年七月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072,307 1.什費 $92,561 10.差旅費 $34,964 

2.什一奉獻 2,471,896 2.捐贈奉獻費用 284,500 11.特支費 26,400 

3.感恩奉獻 193,200 3.水電費 79,459 12.租金費用 445,332 

4.其他奉獻 29,422 4.印刷費 51,565 13.退休金費用 83,490 

5.宣教事工奉獻 22,500 5.供給(含神學生) 1,237,489 14.郵電費 17,700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3,789,325 

*2014 年度結餘 

- $1,753,793 

*差傳奉獻轉出 $83,651 

6.修繕費 6,150 15.購置設備 22,809 

7.宣教事工支出  50,000 16.活動補助 67,511 

8.保險費 127,526 17.演講費 18,000 

9.代收款 -2,322 18.書報費 19,24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662,374 

長老：顏順志    行政部長：王憶靜   會計：黃添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