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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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志雍長老 

【第五誡（2）：按照聖經教養孩子】

出埃及記第廿章 12 節 

韓  寧 詹蕙宇 

1. 滿有能力（讚美之泉） 

2. 只有寶血（讚美 79） 

3. 神的孩子（曾毓蘭）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游玉菁 

陳雯嫻 

大詩班 

1. 聖殿充滿讚美（新歌頌揚） 

2. 讓我得見祢的榮面（讚美之泉） 

3. 永遠的依靠（陳國富） 

4. 詩班獻詩：弦外之歌 

5. 神的孩子（曾毓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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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的恩典中成長】 

創世記第廿六章 1-33 節 

李照斌 

歐陽盛蓮 
洪玉玲 

1. 默契 

2. 耶和華是愛 

3. 祢是我生命的亮光 

4. 我只要信靠我主 

福音中心 10:00-11:30 葉光洲長老 張亨達 李  潔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傅俊魁 章主恩 橄欖樹 2 

第二堂 胡若眉 林維頌 

林穎真 

趙  茵/鄭欣怡/陳麗貞/余虹達 

第三堂 楊家菱 李  麗/許瑛華/邱淑玲/謝瓊嬅 

悅齡敬拜 謝慧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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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號地下室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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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慕義團契（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0:00 福音中心 南京東路三段 311 號 8 樓（敦化國中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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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 一起來 
年度經文：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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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1:5-6） 

 頌讀專欄 具體表現：我要幫助多一位家人得著基督救恩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20 照著我所
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
上照常顯大。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22 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
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
好得無比的；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25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
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26 叫你們在基督
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   （腓立比書 1:19-26） 

 



第五誡 (2): 按照聖經教養孩子 

日期：2019 年 12 月 8 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商志雍長老 

經文：出埃及記第廿章 12 節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出埃及記 20:12 

 

前言:孝敬與教養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

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

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以弗所書 6:1-4 

1. 用 神的慈愛接納孩子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詩篇 139:13 

2. 用 神的真理教導孩子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

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申命記 6:6-7 

3. 用 神的權柄管教孩子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你不可像那無知的騾馬，

必用嚼環轡頭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馴服。 詩篇 32:8-9 

4. 用 神的溫柔扶持孩子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以賽亞書 42:3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我在教養孩子方面有遇到什麼困難？ 

2. 對於教養孩子，我有什麼新的認識？ 

3. 我要如何按照聖經的教導來教養孩子？

  



教會動態  

1.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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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內利金山靈修園區於 12/18（三）舉辦

服事體驗活動，有意者請至主日櫃臺報名

或洽蔡瑤芳秘書（教會分機526）。 

3. 奉獻收據欲開在「108年度」的弟兄姐妹請

於12/31前投遞奉獻；可用郵政劃撥或台灣

銀行匯款，帳號請看週報底頁。若弟兄姐

妹需要「什一按月奉獻專用袋」，請洽主

日櫃臺或洽黃添妹姐妹（教會分機506）。 

4. 「 108年什一按月奉獻專用袋」使用至

108/12/31止，請將空袋子放回專用架上，

收回存檔。109年新袋將在明年1/1上架。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小詩班泰北福音隊》2019.12.3-10（八天） 

1. 請為領隊李艷，隊員：莊叔欽、黃華敦、

陳建中、劉璧英、蕭麗君、尤雪芳、   

張淑雯、魯平正，及教會代表李瀞淵長老

禱告，這個福音隊是以詩歌見證分享和佈

道為主，求主使用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也

讓每個福音隊員所接觸到的人都成為蒙福

的人，蒙 神祝福。 

2. 為李瀞淵長老禱告，求主讓每一次的分享

都有聖靈的同在與奇妙的作為，能使人心

回轉，生命得更新。 

3. 求主保守接下來的行程都能平安進行，無

論是天氣、泰北山區的交通、轉機、出境

等，求主施恩保守出入的平安及順利。 

《菲國天路家庭》 

1. 週六晚上的詩歌見證會，由來自馬尼拉的

弟兄姐妹一行 30 人，從週五到週一在納卯

市展開巡迴佈道。特別看到詩班中的幾位

本地華僑年青人努力練習著不熟悉的國語

詩歌（他們習慣菲/英語），令人感動。感

謝主，當晚 神預備好的天氣。 

2. 詩歌見證會期間，有ㄧ位年輕時就信主的

黃玉平弟兄來到我們中間。他一年前帶著

女兒來到納卯拓展太陽能的生意。他回憶

初信時幾乎天天跑聚會。求主讓他恢復起

初的愛，幫助他不被世俗所累。 

3. 有幾位平常沒有穩定聚會的新僑，舉辦特

別聚會時就會出現。用聖誕聚會來紀念主

當然是好事，但我們也不希望只有特別聚

會才來，平常卻對主冷淡。今年我們雖然

沒有舉辦聖誕特會，但我們已在十月份使

用馬太福音靈修，並熟讀了耶穌降生的經

文。這一季我們教了兄姐唱了不少新歌來

回應福音中的主角耶穌，盼望耶穌早已降

生在每位新僑兄姐的心中。我們計畫找幾

個晚上，預備禮物及詩歌，帶著兄姐去新

僑家庭中報佳音，以這樣的方式慶祝聖誕

節，願主成全這事，懇請代禱。 

12/22 聖誕主日：慶生 
特別歡迎今年度受洗的弟兄姐妹與新朋友加入林南大家庭 

與我們一同歡慶主耶穌降生。 （當天第一堂聚會取消） 

聚會時間：第二堂 9:10-10:30、第三堂 11:00-12:20 

12/24 聖誕.平安.音樂會 
在喧鬧城市裡，忙碌生活中，歡迎來一同欣賞經典聖誕音樂，

感受耶穌降生所帶來的平安、寧靜和盼望。 

時間：12/24（二）19:30（當天備有茶點、有托兒服務） 

2020 宣教信心認獻 
請支持我們的差會～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 

請支持我們的宣教士～石榮英、徐葳葳、  

  黃靜兒、沐家... 

2020 年經常費需要 1,450 萬 歡迎掃描 QR Code 網路填寫

或於櫃臺領取差傳之聲，內附認獻單 

各位家人， 

讓我們再次邀請曾參加小組活動的新朋友們

來 12/14（六）的「林南聖誕趴」與我們一

起同樂！活動內容精彩豐富（詳見報名表）

名額有限，請速報名！ 

電子邀請函，會透過小組長及傳道人們發送。 

（邀請人若要一起用餐，也需要填寫，以利人數計算） 

報名截止至 12/9（ㄧ），快快動手填寫報名表。 

林南聖誕趴 

時間：2019/12/14（六）11:30 

~14:30 

【合家歡協會】聖誕傳愛♥物資募集 

從感恩節、聖誕節到農曆新年，讓我們數算恩典，也彼此分享 

天氣，雖然寒冷；心，卻暖暖的 

有別於以往為了孩子們募禮物，協會在花蓮玉里的璞石閣小棧

近幾年開始為當地銀髮樂齡族募集物資。 

募集類別－食品：麥片、奶粉 用品：保溫瓶 

衣物：冬衣、帽子、毛毯、襪子 

募集截止時間：12/31（二） 

（12/15 前收到的物資將供聖誕節使用，之後用於春節活動） 

歡迎以小組為單位，集合後裝箱直寄：合家歡協會璞石閣小棧 

地址：98141 花蓮縣玉里鎮五權街七號 電話：(03)888-3488 

或週間拿至協會林南小棧（5 樓 D 室）或放置合家歡辦公室門口 

敬請提供新品

&請注意食品

保存期限 



本週壽星 弟兄：李光偉、楊永聖、王永翔、賀賢威、邱柏翔、陳宏信、劉國生、楊啟翰 

  姐妹：俞  菁、陳淑宜、葉盈君、許銘容、陳章淑、陳綺芳、陳繼芳、祁  林、盧俊秀、 

 張家純、黃郁閔、黃思綺、唐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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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中心 

人數 71  185  189  70  515  1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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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8 28 17 14 11 29 17 1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  恩 宣  教 其  他 差 傳 

筆  數  77 3 3 2 17 

金  額 38,510 623612 19,000 4,700 5,490 65,4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2/15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  健 

長  老 
王文奇 李詩青 黃聖穎 林于程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李清志 

弟  兄 

李清光 

郭喆軒 

小詩班 

郭傳美 
葉  昇 

黃宗欽 

新樁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新生小組 

悅齡敬拜 
李瀞淵 

長  老 
錢睿煌 鄧艷虹 翁玉芬  曹黃美慧/陳月螺 

福音中心 
李  健 

長  老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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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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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週間聚會請上本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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