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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靠聖靈得生  靠聖靈行事 

年度經文：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五章 24-25 節）  

本週背誦經文：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

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加拉太書六章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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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治平 弟兄 

【唱一首生命的歌】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10節 

藍安良 陸維芬 張恩齊 林于程 橄欖樹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王相禹/大詩班 

章主恩 

林穎真 

陳振中 

萬華小組 

林美月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鄭家常 長老 

【摩西的杖與法老的心】 

 出埃及記第四章20~21節 

郭傳美 雅歌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Clement Cheng 

【The Jews continue in their 

unbelief 】John 12:37-41 

徐百瑩 李詩青 鄭淑慧 車  莎 邵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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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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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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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日敬拜是我們和眾聖徒一同與救贖主相遇，經歷祂的同在，改變人的生命，想要擁有美好的

主日敬拜，不可或缺的是心靈上早早的預備和熱切參與的態度。鼓勵大家每主日提早五分鐘來到會

堂，安靜守望、等候預備與主相會。 



唱一首生命的歌 

日期：2014 年 11 月 23 日（第一、二堂） 

講員：林治平 弟兄 

經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10節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摩西的杖與法老的心 

日期：2014 年 11 月 23 日（第三堂） 

講員：鄭家常長老 

經文：出埃及記第四章 20-21 節 

前言： 
1、神向亞伯拉罕宣示 (創 15：13)「…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

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 
2、日子滿足神呼召摩西 (出 3：10)「…打發你去…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

從埃及領出來。」 
3、摩西的回應(出 4：1~2)「…『他們必不信我，也不聽我的話…』」 
4、神藉神蹟使他相信 
A、使杖變蛇（出 4：3、5）「…就變作蛇，…好叫他們信…」  
B、使手長大痲瘋（出 4：6-7）「…手長了大痲瘋…手已經復原…」 
C、使水變為血（出 4：8-9）「…取些水，倒在旱地上…變作血…」 

一、摩西回埃及去 
A、（出 4：17）「你手裡要拿這杖…」 
B、（出 4：20-21）「…回埃及地去。…手裡拿著神的杖…」  

二、摩西的杖---神的杖 
1、（出 7：3）「…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蹟奇事。」  
2、（出 10：1)「…要在他們中間顯我這些神蹟，」  

三、法老的心---剛硬的心 

1、（出 4：21）「『…但我要使（或作：任憑；下同）他的心剛硬，他必
不容百姓去。』」 

2、（出 7：3)「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蹟奇事。」 
A、使法老知道祂是耶和華  

（出 7：17）「…你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出 8：22）「…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華。」 

B、要使埃及人知道祂是耶和華 
（出 7：5）「…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華。 」 
（出 14：18）「…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了。」 

C、要使天下知道祂是耶和華 
（出 9：14-16）「…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 

結語： 
1、當今的使命（太 28：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2、當今的杖： 

A、（太 28：20）「…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B、（徒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教會動態  

1. 11/30（下主日）14:00在教會地下室副堂，

召開今年度第三次「長執同工會」，請長執

同工們預留時間出席，共商教會聖工。 

2.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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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本主日）報名截止。 

3. 聖誕詩班招募：歡迎願意參與 2014年聖誕主

日詩班服事的弟兄姐妹，從 11/30開始，於

主日上午 9:10假教會二樓練習，歡迎您一同

來以詩歌傳揚福音。 

4. 十二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及 11-12月

的「禱告手冊」均已出刊，弟兄姊妹請至主

日櫃檯購買或領取。 

5. 今年的「背經卡」已於年初時隨週報發放，

盼望弟兄姊妹隨身攜帶，隨時背誦。首頁是

一張簽名欄，可自行找人彼此背誦、互相簽

名。全部背完後，於12/21(主日)前將簽名欄

撕下，投入按年齡層區分的「背經卡投入箱

」中，長老於12/28(主日)抽出並頒獎。已遺

失或沒有拿到「背經卡」的弟兄姊妹仍可前

往櫃檯索取，每人一張。 

6. 【委身課程】上課時間：12/13【1001委身家

庭】、12/7【2001委身成長】、12/28【4001

委身宣教】，報名請洽教會主日櫃台。 

7.  

 

本週代禱事項  

【事工代禱】 

1. 12/21、28 租借成功中學體育館聯合主日敬

拜，求神保守同工們的籌劃工作。 

2. 請為合家歡協會 104 年多元專案-金山樂活家

庭園區大衛獅子新造計畫，修正工作及人力

籌備禱告。各小棧擬定未來三年計畫求神帶

領，賜下清楚的服事方向和對象，好叫福音

工作可以按著聖靈的教導和建造，做當地人

的幫助和依靠。 

【宣教關懷】 

1. 11/22~29差派位老師前往海外培訓，請為交

通接駁順利、出入平安及有健康的身體，以

神的話語來服事學生禱告。 

2. 11/25-26三位同工赴海外商談明年培訓課程

和青年營隊計畫，求神保守雙方同工們順利

抵達，並聖靈來引導計畫的安排，並神的僕

人有機會在各處服事華人。 

 

 

 

 

柬埔寨禱告探訪隊招募～～ 

您想親自探訪宣教士及宣教工場， 

表達對宣教士的關懷支持， 

並以禱告與宣教士一同爭戰嗎？ 

您想親自到宣教工場， 

體驗宣教士在當地的生活嗎？ 

這是回應神的感動、自費探訪的隊伍，預計在
2015/1/27-2015/2/3出發探訪（明確日期配合機票
訂票狀況調整。 

歡迎您至櫃台索取報名表或洽陳繼芳姊妹（教會
分機505） 

 

「林南單身聚落」 

時間:11/28（五）晚上 7:00-9:30備有簡餐 

地點:教會二樓 

講員: 吳欣澤老師（西尤島融合樂團總監） 

講題：從太平洋到印度洋— 

            吳欣澤的世界音樂之旅 

 

挪去攔阻、領受祝福 

—歡迎參加週三禱告會，一起來經歷聖靈— 

地點: 教會一樓 

時間: 18:30-19:00安靜、等候主 

 19:00-20:30渴慕、尋見主 

11/26攔阻六: 因不冷不熱而生命停滯 

--為能追求屬靈的富足禱告 

12/10攔阻七: 因缺乏行動而無法榮耀神 

 --為能自由地付諸行動禱告 
 

在恩典中與神相遇 

Mark Edwards 的信息 
小詩班帶領敬拜  
及感恩餐會 

在感恩節的主日裡，英語堂歡迎邀請慕
道親友，共享恩典的盛宴 

日期：11/30（日） 

時間：11:00～14:00 

地點：教會四樓 



 

本週壽星 弟兄： 黃進發、龍居乙、蔡盛全、藍以恆、鄭達華、林文岳、樊  傑、朱庭昌 

 姊妹： 范林素英、李麗珠、吳岱容、戴華玟、張六、吳麗瑩、張筱玲、曾容愉 

諸可萱、周麗珍、戴孜娟、魏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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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220  264  22  59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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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1 12 6 30 15 17 20 13 2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  恩 國外差傳 場  地 

筆  數  52 4 5 1 

金  額 12,900 369,370 76,000 15,500 1,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1 月 30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清志 

曾俊明 程玹圭 羅  諄 林穎知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馮佑行/敬拜團 

林韋翰 
黃宗欽/葉  昇 

馨香小組 

第三堂 張婉華 標竿小組 

英語堂 
Mark 

Edwards 
小詩班 李玉梅 張文叡 王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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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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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信給上帝 

將您最深切的需要帶到主施恩寶座前 

請至穿堂櫃檯填寫代禱單，以禱告經歷上帝偉大的作為，並得著上好的福份！ 

教會網站  

 

Facebook 粉絲團  

 

mailto:purpose@linnan.org.tw
http://www.linnan.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