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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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行健長老 

【活出愛與榜樣】 

馬太福音第 22 章 37-40 節、 

約翰福音第 13 章 15 節 

回應詩歌：活出愛、神未應許 

曾俊明 陸維芬 
1. 聖哉聖哉聖哉（讚美 1） 

2. 每當我瞻仰祢（新歌頌揚）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邵淑芬 

陳雯嫻 

啟發團隊 

1. 揚聲歡呼讚美（新歌頌揚） 

2. 前來敬拜（讚美之泉） 

3. 圍繞我（讚美之泉） 

4. 我要看見（讚美之泉）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林淑芬 

蔡毓芳 

新生小組 

1. 將天敞開（讚美之泉） 

2. 主祢是我力量（讚美之泉） 

3. 獻詩：聖潔的靈 主永生氣息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高  晟姐妹 

【用音樂宣揚主愛的台灣作曲家 - 

蕭泰然】 

蘇韞玉 連恩代 

1. 谷中百合花 

2. 野地的花（天韻） 

3. 感謝神 

福音中心 10:00-11:30 洪秋華師母 張亨達 黃齡葦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葉敏宣 林于程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羅  諄 林維頌 

林穎真 

馨香小組 

第三堂 梁惟新 標竿小組 

悅齡敬拜 章慧玲  蔡春梅/曹劉碧霞 

當日聚會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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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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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慕義團契（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0:00 福音中心 南京東路三段 311 號 8 樓（敦化國中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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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 一起來 

年度經文：5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

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書 1:5-6） 

 頌讀專欄 具體表現：我要幫助多一位家人得著基督救恩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20 照著我所切
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
顯大。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22 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25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
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26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
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   （腓立比書 1:19-26） 

 



活出愛與榜樣 

日期：2019年 9月 29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林行健長老 

經文：馬太福音第 22章 37-40節、約翰福音第 13章 15節 

前言：教育之道無它，唯愛與榜樣而已。 

一、 是一切建造的根基 （馬太福音第 22章 37-40節） 

二、跟隨耶穌學習榜樣 

1. 學習耶穌 的榜樣 

2. 學習耶穌 的榜樣 

3. 學習耶穌 的榜樣 

結語：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 

 （約翰福音第十三章 15節）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在今天信息中的活出愛與榜樣，我有什麼被提醒與覺察的？ 

2. 對於跟隨耶穌的榜樣而行，有什麼因素攔阻我化心動為行動？ 

3. 聽完今天的信息，我決定採取什麼具體行動來回應？



教會動態  

1. 9/29（本主日）頒發資深教師獎。兒童主日

學年資滿二十年：黃謙和（幼兒組），年資

滿十年：馮品晶（幼兒組），年資滿五年：

邱錦妮（幼幼組）；葉佳親、王先琚、郭傳美

（兒童組）。成人造就班教學年資滿十五

年：陳文元，年資滿五年：施銘傳、曾淑

婉，願主記念老師們的辛勞與擺上。 

2. 為感謝所有的老師們，我們預備了謝師卡

及小禮物。成人造就班老師們請於會後至

櫃臺領取，兒童主日學老師請向各組負責

同工領取。 

3. 第三季造就班即將於九月底報名截止！由

於每個課程是根據報名人數來決定是否開

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就會取消，請弟兄

姊妹們務必把握今天報名的最後機會，儘

速至櫃臺報名！  

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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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以馬內利金山靈修園區於 10/5（六）舉辦

服事體驗活動，有意者請至主日櫃臺報名

或洽蔡瑤芳秘書（教會分機526）。 

6. 育成部學生牧區慕義團契（16-18歲高中/高

職生），將於10/6（下主日）11:00-12:30在

教會青年館舉行家長會，歡迎學生家長們

參加！ 

7. 媽媽禱告會將在10/6（下主日）10:50-11:35

舉行，地點在教會3E小房間。歡迎媽媽們

將分別出時間，並攜帶「用聖經祝福孩子」

手冊，一起為自己、家庭、孩子禱告！ 

8. 為鼓勵弟兄姐妹參與10/1-10/3在南京東路

禮拜堂舉辦的研經培靈會，10/2週三禱告會

暫停乙次。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感謝 神的顧念、保守、引導，再一次為我

們預備住處，已經在 9/15（主日）完成搬

遷，請為新住處的鄰舍禱告。 

2. 感謝 神，有許多分享福音、見證耶穌的機

會。福音的種子在高涅人心中冒出芽苗：

有人持續閱讀福音單張、聖經故事單行本

一年有餘、有夫妻正慎重思考是不是要採

取行動更認識耶穌、有母女開始一個禮拜

讀一章聖經…。 

3. 9/14-29 是年度最大的節期-萬靈節。柬埔寨

全國寺廟每天都有盛大祭典，千家萬戶共

襄盛舉，求 神饒恕赦免，也求 神彰顯大

能，使高棉人離棄偶像、歸向真 神。 

4. 為高涅縣稻田鄉九個村子禱告，期待每個

村子都有一戶「和平之家」，村民可以自

由進出、聽講耶穌。 

5. 為福音單張的設計和書寫，及作為福音預

工的「與國際接軌」工作坊的規劃和執行

禱告，求聖靈恩膏、求主使用。 

6. 求 神加添我們身心的力量，醫治我們的疾

病、修復我們的免疫系統

 

2019 台北研經培靈會  

大時代，大契機 ─ 創新的思維與行動 

日期：10/1（二）- 10/3（四）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10號（南京東路禮拜堂） 

主  辦：201９台北研經培靈會 

研經一 14:00-15:30 講員：曾劭愷老師 

衝突中的實踐—超脫世俗的屬靈眼光 

（一）耶穌與彼拉多（約十八28-40） 

（二）聖潔榮耀教會的首要原則（林前一10-18） 

（三）聖靈與情慾（加五13-17） 

研經二 16:00-17:30 講員：謝 挺老師 

動盪中的盼望—以西結的屬神思維 

（一）神榮耀的同在：從被擄到盼望（結一章） 

（二）神榮耀的缺席：從偶像到遠離（結八章） 

（三）神榮耀的恢復：從動盪到秩序（結四十三章） 

培  靈 19:00-21:00 講員：莊信德牧師 

危機中的契機—焦慮中面對失敗，失敗中經歷福音 

（一）失敗的經濟學家—存在的焦慮與盼望 

（二）失敗的政治家—真實的焦慮與盼望 

（三）失敗的神學家—福音的焦慮與盼望 

啟發餐會 
啟發是為期 12 週的福音聚會，以餐會、影片、討論的方式

介紹福音。歡迎邀請親友參加。一定開辦。 

午餐組：9/30 起（每週一 12:00-14:00） 

報名請洽：黃添妹秘書（教會分機 506） 

2019《十月宣教月》無疆 No Boundaries 
讓我們一起向左向右開展，擴張宣教的境界； 

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萬國得知神的救恩。 

請大家關注，並預備心參與 10/27 宣教主日及聚會。 

【新事工座談會】 
您心中是否有感動想要為主再多做點甚麼呢？埋藏在您心中

已久的想法，是否因為找不到同工、資源一直無法實現呢？

歡迎一起來做夢吧！報名請掃描 QR-CODE 或現場報名 

時間：9/29（本主日）13:30-15:30  

地點：教會 2 樓 

創意點子#3：親子路跑。全民瘋路跑，

教會怎能缺席？運動、聯誼、傳福音，

與弟兄姐妹及慕道友們一起跑出健康！ 

 



本週壽星 弟兄：陳國祥、朱嘉生、祁天健、莊允信、王有知、陳育文 

  姐妹：胡純荃、方娜娜、謝瓊嬅、黃謙和、郭秀燕、駱家珍、傅幸惠、張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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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中心 

人數 80 212 177 50  519  2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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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5 3 5 18 37 18 7 17 1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場 地 福音中心 

筆  數 -- 32 筆 1 筆 1 筆 2 筆 12 筆 

金  額 23,200 220,018 1,000 2,000 900 51,1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0/6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栐坤 

長  老 

温  翎 吳麗秋 楊璦寧 章主恩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陳文元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葉  昇 

黃宗欽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李瀞淵 

長  老 
錢睿煌 連恩代 翁玉芬  車  莎/王江秀燕 

福音中心 
洪秋華 

師  母 
     

108年八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94,283 1.捐贈奉獻費用 $783,935 12.神學生補助 $17,500 

2.什一奉獻 1,655,820 2.供給 1,055,470 13.退休金費用 84,673 

3.感恩奉獻 26,040 3.福音隊費用 700 14.租金費用 370,795 

4.其他奉獻 21,962 4.印刷費 25,465 15.水電費 7,651 

5.宣教事工奉獻 9,700 5.特支費 4,508 16.郵電費 13,531 

6.利息收入 13 6.修繕費 118,339 17.購置設備 15,47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1,907,818 

*108 年度結餘 $-3,684,570 

*差傳奉獻轉出 $101,000 

*靈修院奉獻 $6,000 

7.什費 44,943 18.書報費  4,032 

8.活動費 53,035 19.代收款 -5,889 

9.暫付款 229,707 20.勞務費 11,000 

10.保險費 136,697 21.文具用品  1,650 

11.演講費 39,0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3,012,220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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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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