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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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栐坤長老 

【從自我中心到合神心意】 

撒母耳記上第廿五章 1-35 節 

藍安良 吳麗秋 

1. 神聖主愛（讚美 20） 

2. 願主旨意成全（讚美 377） 

3. 罪債全還清（讚美 73）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陳文元 

高  晟/陳雯嫻 

樂  團 

大詩班 

1. 美哉主耶穌（讚美 24） 

2. 獻詩：我主上帝我要讚美祢 

3. 大山為我挪開（讚美之泉） 

4. 神羔羊配得（約書亞）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杜榮華長老 

【上好的福氣】 

詩篇第 128 篇 

李  豔 盧文珍 

1. 榮耀是主聖名（讚美 22） 

2. 因著十架愛（生命河） 

3. 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李國寧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蔡傑瑞 葉  昇 

黃華敦 

林穎真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趙  茵 鍾坤岳 陳博明/程淑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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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號 7 樓（青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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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宣揚耶穌赦罪的福音，就從不定人的罪開始 
17弟兄們，我曉得你們做這事是出於不知，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18但 神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

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驗了。19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20這樣，那安舒

的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主也必差遣所預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使徒行傳 3:17-20） 



從自我中心到合 神心意 

日期：2020年 10月 4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撒母耳記上第廿五章 1~35節 

前言：神要我們站穩在祂的慈愛與應許上，成為合祂心意的人。 

大綱： 

一、要拒絕 自己的想法（1~9節） 
5 大衛就打發十個僕人，吩咐他們說：「…6 要對那富戶如此說：『願你平安...7…你的牧人在

迦密的時候和我們在一處，我們沒有欺負他們，他們也未曾失落什麼。8 可以問你的僕人，

他們必告訴你。所以願我的僕人在你眼前蒙恩，因為是在好日子來的。求你隨手取點賜予僕

人和你兒子大衛」 

1、自認為理所當然，並不代表就是 神的旨意 

2、遭逢孤單失落時，更要耐心等候 神的帶領 

二、要防備 的自以為義（10~22節） 
10 拿八回答大衛的僕人說：「大衛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近來悖逆主人奔逃的僕人甚多！
11 我豈可將飲食和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給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人呢？」...13 大衛向跟隨他

的人說：「你們各人都要帶上刀。」…跟隨大衛上去的約有四百人…21 大衛曾說：「…他向

我以惡報善！22凡屬拿八的男丁，我若留一個到明日早晨，願神重重降罰於我！」 

1、成就 神的公義，不是憑藉同仇敵愾的力量 

2、敬畏 神的主權，不自以為是選擇以惡報惡 

三、要選擇 分辨 神旨意（23~35節） 

23亞比該見大衛…24…說：「…求你容婢女向你進言…29雖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的性命，

你的性命卻在耶和華你的神那裡蒙保護，如包裹寶器一樣。你仇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去，

如用機弦甩石一樣。30 我主現在若不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的話賜

福於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致心裡不安，覺得良心有虧….」 

1、回想 神的慈愛與應許，走在 神的旨意中 

2、要分辨明白 神的旨意，選擇討 神的喜悅 

結語：讓我們學會凡事尋求遵行 神的旨意，來榮 神益人。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讓我對於 神和我自己有什麼新的認識？ 

2. 關於學習分辨 神的旨意，今天的信息對我有何幫助或提醒？ 

3. 我需要作什麼調整或改變，使我在目前所面對的事情上可以更討 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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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團契10/4（本主日）13:30在教會  

4樓聚會，由羅惠敏傳道帶帶領查經，

主題：Do you know how to fail well? 聖

經人物雅各。經文：創世紀第三十二章

3節-第三十三章17節。歡迎參與！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肢體禱告】 

1. 曾文毅弟兄的父親曾焕炎弟兄於 9/16 

安息主懷，訂 10/7（三）10:00 於二殯

至善一廳舉行追思禮拜。求 神安慰家

屬的心。 

2. 羅靖弟兄與郭傳美姐妹將於 10/10（六）

在新生基督教會舉行結婚感恩禮拜。 

願 神保守他們婚禮籌備順利，更賜福

他們建立的家庭成為親友美好的見證和

祝福。 

【為教會事工代禱】 

自今年 10 月至明年 6 月，有兩位神學生：

門徒訓練學院温翎長老及中華福音神學院

的高沛瑜姐妹在本堂實習。請代禱，求 神

透過實習裝備他們成為合用的工人。 

【宣教關懷】 

《創啟地區》沐撒、家美宣教士 

1. 感謝 神，能在疫情中順利返回工場，

路程中有上帝的保守與看顧，期望在短

暫的修整後，盡快與原先的工作進度接

軌。 

2. 請為沐家宣教士夫婦禱告，在不同的環

境中能靈活變通，開展各樣事奉工作，

並與更多的當地人接觸及互動。 

3. 請為台灣的家人靈魂得救禱告，並求 

神保守他們的身體健康、一切平安。 

 

 

 

教會成長部想了解弟兄姐妹

的靈修習慣，以便能編寫或

推薦更適合的靈修材料。 

請撥空掃描 QRcode 填寫

問卷。 

謝謝！ 

【2020 宣教月】 

疫 ．義——衝破疫影的新宣教 
10/11（主日）宣教影片賞析 

時間：13:30-16:30 地點：地下室會堂 

電影名稱：我的穆斯林女兒 

導覽講員：愛穆小組 哈博士 

10/25 差傳主日 

時間：三堂主日、悅齡敬拜 

信息：敞開的門 

講員：中華福音神學院  戴繼宗院長 

10/31（六）宣教影片賞析 

時間：14:00-17:30 地點：地下室會堂 

電影名稱：來自星星的傻瓜（PK） 

導覽講員：魏外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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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10號 

       （南京東路禮拜堂） 

主  辦：2020台北研經培靈會 

新約研經 14:00-15:30  

講員：蔡筱楓老師 

（一）題目：面對今世黑暗的智慧管家 

      經文：路加福音十六章1-18節 

（二）題目：愛的命令與行動-超越榜樣、穿透黑暗 

      經文：約翰福音第十二章35節-十三章35節 

（三）題目：光明之子 出死入生迎主臨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13節-五章23節 

舊約研經 16:00-17:30  

講員：黃正人老師 

（一）題目：加入基督的禱告：得著這個世代 

      經文：詩篇第二篇 

（二）題目：分享基督的榮美：躲避這個世代 

      經文：詩篇第廿七篇 

（三）題目：保守基督裡的合一：向這世代作見證 

      經文：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 

培  靈 19:00-21:00  

講員：董家驊牧師 

（一）題目：跨代同行  經文：創世記廿二章 

（二）題目：跨界使命  經文：哥林多前書九章 

（三）題目：跨文化見證  經文：使徒行傳一-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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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天健、莊允信、陳育文、林柏廷、王啟仲、李瀞淵、蕭名聰 

   姐妹：傅幸惠、張清林、黃凱琳、葉蘭萍、陳語謙、張韻苓、劉兆容、王宜宣、洪瓊珠、 

 徐百瑩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悅齡敬拜 合計 

人數 56 129 112 45  342  
 

堂別 
兒童-2 
小六生 

尋真 
13-15 歲 

慕義 
16-18 歲 

真愛 
19-24 歲 

人數 12 27 12 10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感 恩 

筆  數 -- 34 筆 4 筆 1 筆 2 筆 

金  額 21,300 623,300 11,500 2,000 6,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0/11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宏信 

長  老 

吳松霖 梁惟新 黃聖穎 
章主恩 

李軒昂 
橄欖樹 2 

第二堂 李清光 

郭喆軒 

小詩班 

胡若眉 黃宗欽 

鍾坤岳 

葉聿文 

趙  茵/陳麗貞 

方娜娜/聶文玲 

第三堂 黃信恩 
李  麗/邱淑玲 

謝瓊嬅/趙瑛華/余虹達 

悅齡敬拜 
李瀞淵 

長  老 

李照斌 

歐陽盛蓮 
洪玉玲 翁玉芬 胡兆輝 陳滇辛/張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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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銀行（004） 城中分行 帳號：045-004-13017-2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週間聚會請上本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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