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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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

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 5:3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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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惠 陸維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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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娜莉 張清林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林震玉 長老 【活出蒙 神揀選的生命】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章 2~10 節 莊叔欽/小詩班 林冠穎 栗維綱 而立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Thanksgiving musical service 【1 Chronicles 16:8-11, 22~29】 徐百瑩 謝翠玲 劉佩君 黃信嘉 鄭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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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義團契 聯合敬拜 

中正公民會館（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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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蒙活出蒙活出蒙活出蒙 神揀選的生命神揀選的生命神揀選的生命神揀選的生命 

日期：2013 年 11 月 24 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林震玉 長老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章 2~10 節 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3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4 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裡，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6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主；7 甚至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8 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裡已經傳揚出來。你們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什麼話。9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裡，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10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裡復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 
前言 

一、 蒙  神揀選的明證（2－4） 

1. 經歷被  神所愛 

2. 展現信心、愛心、盼望的生命 

二、 歸信真道的榜樣（5－7） 

1. 「我們的福音」－真實而深刻的經歷過 

2. 「苦中能樂、堅信主道」－成為學效的榜樣 

三、 福音生活化的典範（8－10） 

1. 能傳揚主的道、行出向  神的信心 

2. 棄假、歸真、投身事奉 

3. 活出與「信」、「望」、「愛」相稱的生活 

結語 

 



教會動態教會動態教會動態教會動態  1. 本主日（11/24）下午2:00在教會地下室副堂，召開今年度第三次「長執同工會」，請長執同工們準時出席，共商教會聖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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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報名截止。 3. 請弟兄姊妹將填好的「感恩卡」，交至主日櫃台。感恩卡將於 12 月第一週和小組的感恩卡片，一起佈置在地下室穿堂及走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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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愛部秘書黃添妹（教會分機 506）。 5. 11/24(主日) 8:30~13:00『百基拉小組』在教會一樓預備【找茶會】，歡迎弟兄姊妹前往享用。12/8 將由『雅歌小組』承辦。 6. 12 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本主日開始販售，每本 50 元，請弟兄姊妹到櫃臺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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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文玲的母親聶鄒月英姊妹於 11/15 安息主懷，將於 12/1 下午 2:00 在二殯懷親廳舉行追思禮拜，求主安慰家屬的心。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為各團契、小組在年底前籌備福音茶會、餐會等禱告，盼藉此機會邀請許多未信者，可以聽聞見證及福音的大好消息。 
【【【【宣教關懷宣教關懷宣教關懷宣教關懷】】】】 差傳協會至九月底止本年度累計結存已達負101 萬多元，求主在眾堂肢體中作感動，使2013 年度宣教士供給及事工費能足夠。 
【【【【國家社會國家社會國家社會國家社會】】】】 1. 請為「972 救妻兒」，凱達格蘭大道 1130全民站出來反修民法 972條的行動代禱。若 972法案修改通過，將對台灣社會及家庭價值觀，帶來重大改變和深遠影響。求主讓台灣的百姓堅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結構，並守護我們的下一代。 2. 為政府部門各級官員能有正直清潔的心，行公義、好憐憫，來治理政務禱告。政治領袖和商人財團都能謹守分際，在政府部會及商業團體、公司的共同努力下促進國家商業的發展。 十二月聖誕十二月聖誕十二月聖誕十二月聖誕系列聚會系列聚會系列聚會系列聚會    

12/21（（（（六六六六））））被被被被偷走的聖誕偷走的聖誕偷走的聖誕偷走的聖誕節節節節 

「這個聖誕節……你，不孤單☺」 

18:30 備有輕食與你分享 

✰誠摯邀請國中以上學生參加!!! 

 

12/22（（（（日日日日））））耶穌生日耶穌生日耶穌生日耶穌生日 PARTY 

YOU ARE INVITED!! 

今年聖誕節， 

壽星耶穌邀請您一起來 PARTY 

第一堂 09:00~10:30 / 第二堂 11:00~12:30 

（同時段也有小朋友的 PARTY！） 

    

12/2412/2412/2412/24（（（（二二二二））））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夜音樂夜音樂夜音樂夜音樂    
19:30~21:00 

今年的聖誕夜，邀請您留白 

與長笛家高晟、古典吉他演奏家劉士堉 

一起享受音樂、享受平安夜 

（當晚提供保姆服務，歡迎您攜家帶眷） 

 

7D 幼幼組教室安排大堂講道現場直播 教會為服事必須帶著嬰幼兒參加主日敬拜的家長，自 12 月 8 日起，於 7D 幼幼組教室以現場直播方式進行主日敬拜，前段詩歌敬拜會安排同工帶領，講道時間與大堂同步進行。  (2 歲以內的嬰幼兒需較多肢體活動，7D教室是專為此年齡嬰幼兒規劃的場地。)  為使家長了解新場地的敬拜流程與須知，12 月 8 日及 15 日的敬拜開始前，將進行說明會。  ※ 請嬰幼兒的家長至少一名參與說明會 

中正區教會跨年禱告會中正區教會跨年禱告會中正區教會跨年禱告會中正區教會跨年禱告會 

時間：2013.12.31 21:00~2014.1.1 01:00 

地點：台北救恩堂 

報名：12/6 前向教會櫃檯登記 

或洽陳繼芳姊妹（分機 505） 



    本週壽星本週壽星本週壽星本週壽星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龍居乙、藍以恆、蔡盛全、樊傑、朱庭昌、鄭達華、林文岳、翁鼎淳、李清光 溫隆俊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張六、諸可萱、張筱玲、周麗珍、戴孜娟、林思瑋、賴致慧、牟豐善、劉培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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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241 253 27 58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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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7 27 25 20 7 31 18 19 
 

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宣 教 國外差傳 場 地 感 恩 

筆  數  59 筆 1 筆 13 筆 2 筆 4 筆 

金  額 12,200 374,800 100 46,000 8,000 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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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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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治平 
陳文元/樂團 

林韋翰 林維頌 以勒小組 

英語堂 
Clement 

Cheng 
羅惠敏 李詩青 徐百瑩 張文叡 邵秀珠/曹黃美慧 

  

2013 年年年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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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59 1.什費 $71,773 11.差旅費 $70,514 2.什一奉獻 2,197,142 2.捐贈奉獻費用 637,500 12.特支費 23,490 3.感恩奉獻 217,510 3.水電瓦斯費 4,000 13.租金費用 439,332 4.其他奉獻 47,134 4.印刷費 32,620 14.退休金費用 79,951 5.宣教奉獻 7,000 5.供給(含神學生) 1,294,874 15.郵電費 19,480 6.修繕費 52,858 16.文具用品  2,675 7.宣教事工支出  50,000 17.福音隊費用 103,949 8.保險費 116,077 18.演講費 18,000 9.活動補助 72,388 19.書報費 71,647 10.代收款 -2,898 20.暫付款 -9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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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3,3452,553,3452,553,3452,553,345            *2013*2013*2013*2013 年度結餘年度結餘年度結餘年度結餘        －－－－$$$$2222,,,,187187187187,,,,440440440440        ****差傳奉獻轉出差傳奉獻轉出差傳奉獻轉出差傳奉獻轉出    $$$$130,750130,750130,750130,750        ****靈修院靈修院靈修院靈修院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5,0005,0005,0005,0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本月費用支出合計本月費用支出合計本月費用支出合計$$$$3,062,4683,062,4683,062,4683,062,468        長老：顏順志    行政部長：梁啟文    會計：黃添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