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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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健長老 

【平安的喜樂】 

腓立比書第四章 1-9 節 

曾俊明 李詩青 

1. 喜樂泉源（讚美之泉） 

2. 我要一心稱謝祢（讚美之泉） 

3. 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藍安良傳道 

【竭力進入完全】 

希伯來書第五章 11 節-六章 20 節 

回應詩歌：親近更親近（讚美 371） 

吳松霖 

陳雯嫻 

英文團契 

陳育真 

1. 齊來讚美（讚美之泉） 

2. 獻詩：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above  

In His Time 

3. 恩典之路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 陳雯嫻 

1. 齊來讚美（讚美之泉） 

2. 親近更親近（讚美 371） 

3. 恩典之路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高  晟姐妹 

【韓德爾去非洲】 
蘇韞玉 鄧艷虹 

1. 耶穌領我（讚美 301） 

2. 野地的花（天韻） 

3. 奇異恩典（讚美 337）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傅俊魁 林于程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蔡傑瑞 黃華敦 

林穎真 

馨香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標竿小組 

悅齡敬拜 章慧玲 胡兆輝 吳福生/申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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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弟兄姐妹以同心禱告來面對逼迫反對 
23 二人既被釋放，就到會友那裡去，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都告訴他們。24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

意地高聲向 神說：「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25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們

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26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也聚

集，要敵擋主，並主的受膏者。27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裡聚集，要

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28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 （使徒行傳 4:23-28） 

 



平安的喜樂 

主題：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八） 

日期：2020 年 11月 29 日（第一堂） 

講員：李 健長老 

經文：腓立比書第四章 1-9節 

＊平安就是       ，平安帶來       ，平安與喜樂是雙胞胎 

＊如何享受平安的喜樂？ 

一、          在主裡面（1） 

這世界要帶我們往下       ，我們只有靠 主才能向上        

二、彼此          （2-5） 

在  主裡同工的，首重       ，只有互相       ，才能達此目的 

三、藉著                   ，除去憂慮（6-7） 

真正可以除掉我們憂慮的是        

四、          我們所認識的真理（8-9） 

神是平安，對 神愈認識，愈遵守 神            的，愈能享受平安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提綱 

1. 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經驗，說明我如何從不平安中轉向平安。  

2. 我曾經在服事中與人有不同心的經驗嗎？結果如何？ 

3. 經歷過禱告而得的平安嗎？請分享。 

4. 有沒有因遵行 神的話而得到平安或喜樂的經驗？  

  

竭力近入完全 

日期：2020年 11 月 29 日（第二、三堂） 

講員：藍安良傳道 

經文：希伯來書第五章 11節-六章 20節  

大綱： 

一、吃奶的與吃乾糧的（來 5:11-14） 

二、警戒與應許（來 6:1-8, 來 6:13-20） 

三、當竭力進到完全（來 6:9-12） 

1. 殷勤不懈怠 

2. 憑信心與忍耐承受應許 

四、結語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透過今天的信息，主對我有什麼提醒？ 

2. 在我的生命中，是否有件一直困擾我的事情？來到主的面前祈求，看看 神如何在這件事情回應我。 

3. 我要決定一個可以固定時間以及靈修的方式，讓我能夠穩定親近 神。



教會動態  

1. 202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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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童軍團將12/12（六）13:30於2樓

會堂舉行招生說明會，歡迎家中有適

齡兒童的父母報名參加。詳情請至教

會官網或櫃臺索取報名表。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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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 12/5（六）的冬季水禮禱告，求 神

激勵已經決志但未受洗的弟兄姐妹接受

洗禮。 

【宣教關懷】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1. 感謝主，能有機會參與在台的泰勞福音

事工。請為受洗的泰勞禱告，讓屬靈生

命持續成長成為門徒，並能傳福音。 

2. 請為 11-12 月份每個主日及週間會到不

同教會主日崇拜證道、學生團契分享及

教會造就班上課代禱，願 神的話語感

動每一位會眾。 

3. 11 月開始，每週二晚上藉著網路向緬甸

果敢福音戒毒一、二兩所教導聖經，求

主賜下合宜的話語鼓勵他們。 

4. 請為開始預備 2021/2/1-5 少年宣教成長

營的服事禱告。需要負責大衛的人物查

經、角色扮演、讀經範圍分段和帶領輔

導同工們「談心橋」的內容講解等備課

代禱。 

5. 侄兒即將出獄，請為他日後去處安排代

禱，希望能夠找到基督教安置機構，讓

他有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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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心靈之光」關注寄居者 
若您家中有聘請印尼看護，或有認識印尼移工， 

歡迎至櫃臺索取印尼文的雙月刊。 

盼望這本刊物帶給他們安慰與鼓勵， 

讓我們一起關顧及善待寄居本地的印尼朋友們。 

和耶穌有關係 
2020 年聖誕節期系列活動 

我們會怎麼過聖誕節呢？ 

吃聖誕大餐、交換禮物、出遊、參加派對、耍廢… 

我們會有各種過聖誕節的方式。 

如果，我們的聖誕節和耶穌有關係， 

會是個什麼樣的聖誕節呢？ 

活動時間/內容 

• 11/29~12/24「耶穌，借問一下」 

有關聖誕節的四個問題 

請弟兄姐妹回應每週主日發布的問題，可透過教會 FB

粉絲團回應，或將您的回應傳給所屬傳道人，隔週主日

會發布回應內容。 

請掃描 QR Code 加入教會臉書粉絲團 

• 12/20（主日）福音信息「聖誕主日—耶穌的降生」 

9:10~10:30、11:00~12:20 教會地下室會堂 

（第一堂主日敬拜暫停一次） 

• 12/24（四）「平安夜裡有耶穌—音樂、影片、福音」  

19:30~21:00 教會地下室會堂 

請弟兄姐妹預備心參加聚會，也鼓勵弟兄姐妹邀請未信

主的家人、朋友或同事參加。 



本週壽星 弟兄：葉佳親、李清光、溫隆俊、林映州、黃照宇、葉培恩、李岳樺、徐永生 

   姐妹：林思瑋、牟豐善、諸可嘉、蔡秀媛、黃秀瑩、王憶靜、卓怡慧、林麗文、李菊芬、 

 陳沛蘭、胡曉英、林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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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157  130  45  39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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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9 16 31 8 5 11 32 18 11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金 山 差 傳 

筆  數 - 36 筆 3 筆 6 筆 

金  額 60,100 268,200 8,000 32,5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2/6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蒲正寧 

長  老 

章主恩 吳麗秋 傅俊魁 李國寧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黃宗欽 

葉聿文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陳宏信 

長  老 
錢睿煌 劉璧英 趙  茵 胡兆輝 陳博明/程淑姬 

109 年十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26,244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10.差旅費 $1,500 

2.什一奉獻 2,058,800 2.供給 1,133,735 11.退休金費用 81,893 

3.感恩奉獻 47,000 3.保險費 115,774 12.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31,900 4.印刷費 14,219 13.演講費 15,000 

5.宣教事工奉獻 14,000 5.修繕費 62,339 14.郵電費 15,39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277,944 

*109 年度結餘 -$849,382 

*差傳奉獻轉出 $132,000 

*靈修院奉獻 $60,000 

*急難奉獻專款 $100,000 

6.神學生補助 28,000 15.代收款 1,005 

7.活動費 5,834 16.特支費 8,408 

8.什費 36,296 17.購置設備 3,594 

9.暫付款 26,008 18.訓練費 2,300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184,247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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