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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主題年 度主題年 度主題年 度主題 ：行在聖靈中－認識．經歷．順服－ 

年 度經文年 度經文年 度經文年 度經文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

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

在你們裡面。（約 14：16-17） 
本本本本 季季季季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聖靈－向我見證及榮耀耶穌 

本 週背誦經 文本 週背誦經 文本 週背誦經 文本 週背誦經 文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

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 16:13) 

                                                                                                                                                                                                                                             

本週聚會內容本週聚會內容本週聚會內容本週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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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栐坤長老 【同心興旺福音的愛心】 腓立比書第一章 9~11 節 陳石麟 程玹圭 張恩齊 陳義方 陳星輝 傅幸惠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林聖恩 黃宗欽 葉  昇 萬華小組 蘇慧娜 張清林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鄭家常 長老 【聖靈與宣教---建立興旺福音的 教會】 腓立比書第一章3~8節 

李清光/小詩班 林冠穎 林維頌 
晨曦小組 以勒小組鍾麗玉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Mark Edwards 【Turn Back】Ruth 1 石梅英 黃信嘉 車  莎 陳卿瑞 曹劉碧霞 
當日聚會場地表當日聚會場地表當日聚會場地表當日聚會場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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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 青少年預備班 (12 歲) 2 號 4 樓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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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異象教會異象教會異象教會異象：：：：因為愛，我們服事    

教會使命教會使命教會使命教會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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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二號底樓   TEL：(02)2393-5542  FAX：(02)2396-0362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045-004-13017-2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E-mail: purpose@linnan.org.tw 

週間聚會請上林森南路禮拜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或洽 2393-5542 轉 533 詢問 



同心同心同心同心興旺福音的興旺福音的興旺福音的興旺福音的愛心愛心愛心愛心 聖靈與宣教聖靈與宣教聖靈與宣教聖靈與宣教---建立興旺福建立興旺福建立興旺福建立興旺福

音的教會音的教會音的教會音的教會

日期：2013 年 10 月 27 日（第一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腓立比書第一章 9-11 節 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10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前言：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需要聖靈

的大能來開展，也需要彼此相
愛，才能持續到底。 

一、讓我們的愛心能滿足       的
心意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

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第 9 節) 
二、讓我們的愛心能造就       得

益處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第 10 節上) 

三、讓我們的愛心能成全       結
義果  
「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

榮耀稱讚歸與 神」(第 10 節下，11 節) 
 

結語：神賜給教會能力，我們就能興
旺福音；我們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神就得著榮耀。 

 

日期：2013 年 10 月 27 日（第二、三堂） 
講員：鄭家常 長老 

經文：腓立比書第一章 3~8 節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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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裡，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8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 

一、聖靈與宣教  

1、使人得著能力，為主作見證  

(徒 1：8) 

2、聖靈指引宣教的路 

 (徒 16：6、7、9、10) 

    二、保羅與腓立比教會的關係 

1、是他所想念的教會 (腓 1：3、4、8) 

2、他願為他們留在世上 (腓 1：23、24) 

3、他以腓立比教會為喜樂、為冠冕 

 (腓 4：1) 

＊ 因腓立比教會「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腓 1：5) 

    三、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新譯本)「都在福音的工作有分」 

         (呂振中)「在福音的推廣上有分」 

         1、為福音齊心努力 (腓 1：27) 

2、派同工支援宣教事工  

(腓 2：25；4：2~3) 

         3、關懷(想念)宣教士 (腓 4：10) 

         4、為宣教事工奉獻 (腓 4：15、16) 

    四、結語 

         1、成為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教會 

     2、成為與宣教事工有分的人 



教會動態教會動態教會動態教會動態  

1. 12/7（六）舉行「冬季水禮」，凡清楚

重生得救而尚未受洗的弟兄姊妹，請把

握機會踴躍到櫃台報名，11/24報名截

止。 

2. 2014年的【找茶會】服事事工，邀請願

意服事的弟兄姊妹組隊，或小組團契認

領。請至公佈欄張貼的表格登記或洽秘

書黃添妹，教會分機 506。 

3. 10/27(主日) 8:30~13:00『而立+萬華』

小組在教會一樓預備【找茶會】，歡迎

弟兄姊妹前往享用。11/10 將由『共學

小組』承辦。 

4. 石榮英宣教士後援會為泰勞募集冬衣，

即日起至 11/10止。歡迎大家將家中乾

淨、狀況良好的男、女冬季衣物捐出（

毛衣、外套、運動服尤佳），給在台工

作的泰國朋友一個暖冬。衣物請裝袋並

註明“給泰勞”（男女請分開裝袋），

放到地下室櫃臺後方。 

5. 11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開始販售

，每本 50元，請弟兄姊妹到櫃臺購買。 

6. 教會一台立式鋼琴，要送給有需要的弟

兄姊妹，意者請於 11/3 潛在上班時間內

洽陳繼芳秘書教會分機 505。 

7. 合家歡募集八成新或全新物資，精美碗

盤、廚房用品、高級蠟燭、文具玩具、

家用飾品、全新浴巾、絲襪、皮包及項

鍊耳環等飾品、全新電器用品、影音出

版品。請送五樓 D 室合家歡辦公室或洽

曹祕書（2351-8331）。     

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關懷肢體關懷肢體關懷肢體關懷】】】】 1.黃建勛弟兄和游千慧姊妹，將於 11/2(

六)下午 3:00 在本堂地下會堂，舉行結

婚感恩禮拜，願賜福這對新人。 

2.高志偉弟兄的母親高陳英姿姊妹於 10/8

安息主懷，將於 11/2(六)早上 10:00 在

安坑基督長老教會舉行追思禮拜，求主

安慰家屬的心。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請為成長部將於年底前推動：見證文章徵

選、12/29 播放小組感恩影片、感恩卡張

貼、填寫時光卡…等系列活動代禱。 

【【【【宣教關懷宣教關懷宣教關懷宣教關懷】】】】 

10/27、10/28 分別差派兩位老師前往海外

培訓，求主保守交通接駁順利、出入平安

並當地學生獲得造就。  
 

 

感恩見證邀稿感恩見證邀稿感恩見證邀稿感恩見證邀稿 

邀請弟兄姊妹寫下今年經歷聖靈的見證，

或是曾於去年年底立志，今年蒙神垂聽的

見證。 

為鼓勵投稿者，皆贈送精美禮物一份。每

篇約 400～600字，擇優四篇刊登於教會

週報。 請將稿件寄至：angela@linnan.org.tw 截稿日期：10月 31日 主辦部門：成長部 

英文堂年度特會英文堂年度特會英文堂年度特會英文堂年度特會    
－－－－從從從從"天父的心天父的心天父的心天父的心"看愛與醫治看愛與醫治看愛與醫治看愛與醫治－－－－ 

青年使命團的澳洲籍宣教士青年使命團的澳洲籍宣教士青年使命團的澳洲籍宣教士青年使命團的澳洲籍宣教士，，，，教導神的教導神的教導神的教導神的

話語超過三十餘年話語超過三十餘年話語超過三十餘年話語超過三十餘年, , , , 歡迎弟兄姐妹踴躍歡迎弟兄姐妹踴躍歡迎弟兄姐妹踴躍歡迎弟兄姐妹踴躍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講員：柯丹平牧師(Topi Kivimaki) 

時間：11/3 下午 2:00-5:00  (有中文翻譯) 

地點：教會四樓 

大大大大詩班招詩班招詩班招詩班招募新成員募新成員募新成員募新成員 

耶和華是使人夜間歌唱的神耶和華是使人夜間歌唱的神耶和華是使人夜間歌唱的神耶和華是使人夜間歌唱的神    

祂要賜給你的屬天福份祂要賜給你的屬天福份祂要賜給你的屬天福份祂要賜給你的屬天福份    

是誰也奪不走的是誰也奪不走的是誰也奪不走的是誰也奪不走的!!!!    

來參加林南大詩班來參加林南大詩班來參加林南大詩班來參加林南大詩班    

用口大聲讚美神用口大聲讚美神用口大聲讚美神用口大聲讚美神    

你會發現原來天已經亮了你會發現原來天已經亮了你會發現原來天已經亮了你會發現原來天已經亮了!!!!    

一起來一起來一起來一起來，，，，早早飽得祂的慈愛吧早早飽得祂的慈愛吧早早飽得祂的慈愛吧早早飽得祂的慈愛吧    

 練習時間練習時間練習時間練習時間：：：：每主日早上每主日早上每主日早上每主日早上 9:009:009:009:00～～～～10:50 10:50 10:50 10:50     練習地點練習地點練習地點練習地點：：：：教會二樓教會二樓教會二樓教會二樓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請請請請洽主日櫃檯填表洽主日櫃檯填表洽主日櫃檯填表洽主日櫃檯填表    或於詩班練習時間直接到教會二樓報到或於詩班練習時間直接到教會二樓報到或於詩班練習時間直接到教會二樓報到或於詩班練習時間直接到教會二樓報到    



    本週壽星本週壽星本週壽星本週壽星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林伯瑄、楊邦源、商志雍、錢宣浩、陳輝樺、黃聰仁、林佑謙、蒲叔華、江清宏 林韋翰、馬志賢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阮樂欣、施依慧、陳欣妤、楊新民、陳晏榕、羅文瑛、賈南屏、黃鄭月霞 許燁美、鐘岸美、蔡杏倚、范  鮫、蔡欣倫、游千慧 
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英語堂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71 195 247 32 54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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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預備班 

尋真 
13-15 歲 

慕義 
16-18 歲 

真愛 
19-24 歲 

人數 3 3 9 17 26 16 12 26 15 小組 
 

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 恩 國外差傳 場 地 

筆  數  46 筆 3 筆 9 筆 1 筆 

金  額 35,800 452,312 1,700 9,850 1,000 

下週下週下週下週聚會及聚會及聚會及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服事同工預告服事同工預告服事同工預告 11 月 3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石麟 吳麗秋 陳  緯 林穎知 鍾麗玉/尤曉貞 

第二堂 蔡傑瑞 鍾坤岳/陳振中 板橋小組 

第三堂 

李瀞淵 
陳文元/樂團 

林韋翰 許知曉 以勒小組 

英語堂 
Topi 

Kivimaki 
羅惠敏 李詩青 徐百瑩 張文叡 邵秀珠/曹黃美慧 

  

����本週進度本週進度本週進度本週進度：：：：「「「「從靈洗到滿有聖靈從靈洗到滿有聖靈從靈洗到滿有聖靈從靈洗到滿有聖靈」」」」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方言的恩賜方言的恩賜方言的恩賜方言的恩賜））））P.39~60P.39~60P.39~60P.39~60    

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9999 月收支表月收支表月收支表月收支表    

奉獻收入奉獻收入奉獻收入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聖工費用支出聖工費用支出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93,687 1.什費 $71,136 12.差旅費 $6,350 2.什一奉獻 2,157,412 2.捐贈奉獻費用 274,500 13.特支費 38,979 3.感恩奉獻 121,500 3.水電瓦斯費 6,226 14.租金費用 439,332 4.其他奉獻 198,439 4.印刷費 42,869 15.退休金費用 79,951 5.宣教奉獻 8,200 5.供給(含神學生) 1,225,976 16.郵電費 20,885 6.修繕費 211,065 17.其他費用 20,100 7.訓練費 1,400 18.福音隊費用 26,445 8.保險費 115,706 19.演講費 30,000 9.活動補助 40,935 20.書報費 70,385 10.代收款 -4,209 21.購置設備 1,200 11.文具用品 150 22.暫付款 -23,000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本月奉獻收入合計本月奉獻收入合計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579,2382,579,2382,579,2382,579,238            *2013*2013*2013*2013 年度結餘年度結餘年度結餘年度結餘    ----$1,$1,$1,$1,678678678678,,,,317317317317        ****差傳奉獻轉出差傳奉獻轉出差傳奉獻轉出差傳奉獻轉出    $$$$118,650118,650118,650118,650        ****靈修院靈修院靈修院靈修院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2002002002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本月費用支出合計本月費用支出合計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696,3812,696,3812,696,3812,696,381        長老：顏順志    行政部長：梁啟文    會計：黃添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