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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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榮華長老 

【錢會說話】 

馬可福音第十二章 41-44 節 

回應詩歌：所有全奉獻 

郭傳恩 黃子琦 

1. 天父世界（讚美 16） 

2. 復興聖潔（讚美之泉） 

3. 是耶穌（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莊叔欽 

郭喆軒 

小詩班 

1. 萬福恩源（約書亞） 

2. 我神真偉大（約書亞） 

3. 獻詩：各各他的愛 

4. 所有全奉獻（讚美 383）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陳栐坤長老 

【死蔭幽谷中的喜樂盼望】 

彼得前書第一章 3-9 節 

李照斌 

歐陽盛蓮 
連恩代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讚美之泉） 

2. 充滿我（讚美 173） 

3. 仰望耶和華（房角石） 

4. 沙漠中的讚美（讚美之泉）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林于程 橄欖樹 2 

第二堂 胡若眉 高志明 

黃宗欽 

鍾坤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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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達 

悅齡敬拜 翁玉芬 胡兆輝 陳滇辛/張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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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預備班 成功中學 4 樓 410 教室（音樂科資源中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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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跨出人際關係的舒適圈，勇敢向人傳福音 
13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14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著，就無話可駁。 （使徒行傳 4:13-14） 

 



錢會說話 

日期：2020年 11月 8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杜榮華長老 

經文：馬可福音第十二章 41-44節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裡投了若干的錢。有一

個窮寡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

餘，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引言：人對金錢的迷思… 

一、神 人對祂的回應 

二、神 人對祂的回應 

1、因為兩個小錢代表          的奉獻 

2、因為兩個小錢代表          的奉獻 

3、因為兩個小錢代表          的奉獻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我是何時得知金錢奉獻的真理？我如何實踐？結果如何？在實踐過程中遭遇怎樣的

困難？怎樣突破困難？ 

2. 對於金錢奉獻，我的心態如何？神喜悅嗎？若有 神不喜悅的心態，我該如何調整？ 

3. 面對 神國度（福音）的擴展，我應如何透過金錢的奉獻支持並參與？



教會動態  

1. 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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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部徵求主日講台插花同工，歡迎對

插花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參與服事。詳情

請洽陳聰進弟兄（分機531）。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教會已開始進行明年度的事工規畫。請為

教會各個部門代禱，求主顯明祂的心意，

親自引領各樣事工的規畫和推動，讓我們

可以按著主的心意而行。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感謝 神，帶領宣教士夫婦平安回到高

涅，並保守順利銜接事工，也和高涅人

重新連結。 

2. 求 神幫助宣教士夫婦查驗與分辨，在

高涅的人際關係網絡上，有智慧知道那

些該停止、那些該保留。 

3. 懇求聖靈大能在高涅運行，使高涅人承

認自己是失喪的罪人，需要獨一真 神

的赦罪之恩，相信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

路、真理、生命。 

4. 求 神在高涅開更多福音的門，讓宣教

士夫婦有機會跟尚未聽過福音的村民介

紹耶穌；也求 神在曾經聽聞福音的人

中，加添對 神的渴慕，願意跟耶穌建

立個人關係，開始學習讀經禱告。 

5. 為四村、六村和九村有和平之家並轉型

為福音小組禱告，每週有村民聚集，查

考聖經認識 神，並為今年在高涅可以

舉行洗禮，主日崇拜在高棉信徒家中進

行禱告。 

6. 為新縣長和新鄰居禱告，兩者都足以牽

動宣教士夫婦在高涅的工作成效，求 

神憐憫、求 神帶領。 

7. 因為疫情的諸多限制，求主讓柬埔寨的

教會和基督徒更深扎根在基督裡，建造

在 神的話語上。 

輔協講座 聖經心理學系列 

在失落中選擇成長的勇氣 

失落是生命必經的歷程，因為愛所以才會在失落時感到

痛，只有好好地學習說再見、好好地走過失落的死蔭幽

谷，生命才能不斷在盼望中邁進和成長。 

講員：商志雍長老  

地點：教會地下室會堂 

時間：11/15（主日）13:30~15:30 

宣教實踐 台南信福福音隊 

台南信福福音隊將於 2021/1/24-1/30 至台南將軍區苓

和國小，為國小學生舉辦英語品格冬令營會，歡迎對偏

鄉福音工作有負擔的弟兄姐妹至櫃臺索取報名表報名。 

大詩班招募新成員 

耶和華是使人夜間歌唱的 神。 

祂要賜下屬天福份，是誰也奪不走的。 

歡迎參加林南大詩班，用口大聲讚美 神！ 

一起來，早早飽得祂的慈愛吧！ 

練習時間：每主日 9:00-10:50    

 每月第四週獻詩 

 連續參加練習 4 次，經接納後可參加獻詩 

練習地點：教會 1 樓 

報名： 請洽主日櫃臺填表 

 或於詩班練習時間直接到教會 1 樓報到 

愛在『第三家庭』三三共學會 歡喜來相會 

什麼是第三家庭、三三共學？您感到好奇，想要瞭解嗎？ 

歡迎來，我們說給您聽！ 

時間：11/21（六）14:00-16:30 

地點：地下室會堂 

報名方式： 

1) 掃描 QR Code 線上報名 

2) 11/8、11/15 主日聚會間於櫃臺填寫報名表 

3) 致電或至教會 5E 辦公室，洽蔡瑤芳秘書（分機 526） 

冬季水禮 
12/5（六）將舉行「冬季水禮」，即日

起開始報名。凡清楚重生得救而尚未受

洗的弟兄姐妹，請把握機會踴躍到櫃臺

索取報名表或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 

聯絡人：陳聰進秘書 分機 531 

 



本週壽星 弟兄：林步衡、胡先民、郭承峰、吳  揚、翁大鈞、傅俊魁 

   姐妹：馮元琳、朱世玉、張佩璇、林美妤、胡玲安、李詩青、丁莉珠、袁星塵、黃蔡玉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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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188 167 53  47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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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預備班 

尋真 
13-15歲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4 4 5 17 15 11 10 14 29 17 1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恩 差 傳 

筆  數 - 64 筆 3 筆 14 

金  額 93,601 411,455 26,000 27,5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1/15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商志雍 

長  老 

王文奇 梁惟新 黃聖穎 李國寧 劉海湘/蘇慧娜/莊聰元 

第二堂 馮佑行 

方榮平 

敬拜團 

蔡傑瑞 
葉  昇 

鍾坤岳 

新樁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新生小組 

趙  茵/黃乙玉 

悅齡敬拜 
陳宏信 

長  老 
陳建中 劉璧英 謝慧純 胡兆輝 曹黃美慧/陳月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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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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