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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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震玉長老 

【跟從耶穌基督的腳蹤行】 

使徒行傳第九章 32 節–第十章 16 節 

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18–20 節 

郭傳恩 詹蕙宇 

1. 聖哉 聖哉 聖哉（讚美 1） 

2. 每當我瞻仰祢（新歌頌揚） 

3. 祢信實何廣大（讚美 7）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林志寰 

方榮平 

敬拜團 

1. 上帝能夠（約書亞） 

2. 行神蹟的神（讚美之泉） 

3. 沙漠中的讚美（讚美之泉） 

4. 永遠的依靠（陳國富）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藍安良傳道 

【恩慈的神】 

出埃及記第十六章 1-30 節 

錢睿煌 陳彥蘋 

1. 主活著（讚美 90） 

2. 神未應許（讚美 305） 

3. 當告訴耶穌（讚美 280）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李國寧 劉海湘/蘇慧娜/莊聰元 

第二堂 郭傳美 
葉  昇 

黃宗欽 

新樁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新生小組 

趙  茵/黃乙玉 

悅齡敬拜 翁玉芬 胡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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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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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見證使人改變的是 神 
11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拉著彼得、約翰；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裡，很覺希奇。12彼得看

見，就對百姓說：「以色列人哪，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自

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 （使徒行傳 3:11-12） 

 



跟從耶穌基督的腳蹤行 

日期：2020年 9月 20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林震玉長老 

經文：使徒行傳第九章 32節-第十章 16節、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18-20節 

前言： 

一、耶穌基督升天仍繼續做工 

1. 帶領我們持續與仇敵權勢爭戰 

2. 彰顯祂的權能成全我們的服事 

二、耶穌基督託付我們大使命 

1. 所以我們要去—放膽的傳福音 

2.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結語：跟從耶穌，珍惜每一次傳福音的機會，活出耶穌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帶給我有哪些的提醒及鼓勵？ 

2. 我願在生活中操練「跟從耶穌，活出耶穌」嗎？ 

3. 我要採取什麼行動，讓我可以實踐「大使命」呢？



教會動態  

1. 202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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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造就班開始接受報名！請至主日櫃

檯參閱並填寫綠色報名表，或至Church+ 

「教會活動」點選網路報名網址，亦可掃

描週報第四頁QR Code 填寫線上報名表 

（9月底截止報名）。 

3. 英文團契9/20（本主日）13:30在教會4樓聚

會，由秦國明弟兄帶領查經「雅各書查經

第九課『The Weight of the World 世界何其

重』」。經文：雅各書第四章1-12節。歡迎

參與！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今年教會成長的方向及主要重點是「放膽

傳福音」。請持續為教會舉辦的各項福音

行動守望代禱，也讓弟兄姐妹們繼續裝備

自己成為宣揚 神福音的器皿。 

【宣教關懷】 

《為萬國禱告》黎巴嫩 

1. 為這個國家能繼續保有宗教自由禱告。

真主黨控制區有伊斯蘭極端勢力，對福

音事工有許多迫害，求主瓦解恐怖政權

的勢力。 

2. 8 月初在首都貝魯特的港口發生最大的

爆炸災害，黎巴嫩成為全球焦點。求主

讓危機成為轉機，福音可以藉人道援助

接觸到需要的人。 

3. 為當地醫療系統禱告，在新冠肺炎及爆

炸事件的雙重壓力下，仍能有效運作。 

4. 請為當地政府禱告，原本就經濟困難，

失業率高、難民需要援助、貪腐問題嚴

重，現又面臨大爆炸。求主賜下智慧與

效率，讓政府在和平與穩定中，努力度

過危機，使最脆弱的人們得到照顧，腐

敗不會影響官員提供援助的能力。 

5. 為黎巴嫩和貝魯特人民祈禱，以應對這

場爆炸造成的破壞和死亡，能經歷 神

的醫治和寬恕禱告。 

6. 為教會禱告，基督徒正與受傷和哀悼的

人們在一起。禱告讓所有教派的教會都

能給人民帶來安慰與和平。求主剛強他

們，並靠著聖靈的智慧和能力，繼續服

事有需要的人。 

7. 讓我們誠心呼求 神，為黎巴嫩的教會

擺上迫切的禱告。求 神憐憫與慈愛降

臨黎巴嫩，醫治並恢復她既有的美麗，

讓黎巴嫩的香柏木再次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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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13:30-16:00    

地點：地下室會堂 

主辦：林森南路禮拜堂 輔協部 

電影賞析「我的穆斯林女兒」 
女主角汪達是一名醫生，奧地利是個信仰上帝的國家，

但某天她的女兒妮娜宣布成為穆斯林，並開始看著影片

學習成為一位標準的穆斯林⋯⋯ 

在電影中發生許多趣事，也讓觀影者反思，現在自由社

會裡所謂的「信仰自由」是否只是空談？ 

日期：10/11（主日） 

時間：13:30-16:00 

地點：地下室會堂 

由愛穆負責人哈博士帶領探討與分享。 

2020 台北研經培靈會 

穿透黑暗的明光 ─ 守望、對話、見證 

日期： 10/6（二）-10/8（四） 

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 2 段 110 號（南京東路禮拜堂） 

講員： 培靈：董家驊牧師 

 新約研經：蔡筱楓老師 

 舊約研經：黃正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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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壽星 弟兄：徐子富、羅尹彤、吳安祺、藍安良、蒲正寧、范以斌、章文箴、孟祥生、李政晏、 

 余虹達 

   姐妹：王淑真、何培琍、李樹蘋、謝馨儀、韓慧萍、林麗鳳、蒲正筠、楊雅涵、龔莉莉、 

 徐欣怡、許佩芬、劉思敏、李奇宇、李盈錚、謝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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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165 122 41 39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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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7 13 34 7 0 36 23 12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啟 發 

筆  數 -- 48 筆 3 筆 1 筆 

金  額 40,950 376,270 7,000 1,6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9/27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林行健 

長  老 

曾俊明 劉蕙汝 黃聖穎 章主恩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方怡文 

陸維芬 

兒童主日學老師 

胡若眉 

鍾坤岳 

林于程 

張熒真/洪千雅 

周雅苓/李盈錚 

第三堂 

章主恩 

黃子琦 

尋真團契 

黃信恩 
詹宜澤/吳燕玲 

李盈錚/王永翔 

悅齡敬拜 
吳松霖 

長  老 
李  豔 鄧艷虹 章慧玲 胡兆輝 袁薇蘋/洪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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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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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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