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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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毅弟兄 

【從聖殿流出的活水】 

以西結書第四十七章 1-14 節 

回應詩歌：生命活水充滿我 

         （讚美之泉） 

藍安良 李詩青 

1. 基督降生 （讚美 44） 

2. 聖誕明星（ 讚美 57） 

3. 生命活水充滿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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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有能力（讚美之泉） 

2. 有一位神（讚美之泉） 

3. 詩班獻詩：祂為了我們 

4. 生命活水充滿我（讚美之泉）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李瀞淵長老 

【悅齡人生 學會斷捨離—行動篇】 

腓立比書第三章 8-17 節 

李照斌 

歐陽盛蓮 
鄧艷虹 

1. 聖哉 聖哉 聖哉 

2. 詩篇第三十二篇（新心音樂） 

3. 谷中百合花（讚美 333） 

4. 立定心志（生命河）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章主恩 橄欖樹 2 

第二堂 胡若眉 高志明 

葉  昇 

趙  茵/陳麗貞/方娜娜/聶文玲 

第三堂 黃信恩 李  麗/邱淑玲/趙  茵/李盈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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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更深經歷耶穌復活的大能，就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32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33 使徒大有

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 （使徒行傳 4:32-33） 



從聖殿流出的活水 

日期：2020年 12月 13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曾文毅弟兄 

經文：以西結書第四十七章 1-14節 

前言：神藉先知以西結揭示未來聖殿的異象，此聖殿有活水流出滋潤大地。

神賜此異象到底要對流亡的以色列人以及在世界中打滾的基督徒傳達

什麼心意呢？ 

大綱： 

一、神賜此異象的原因 

1、渴慕 神話語隨處是 （12；詩 1:2-3）     

2、相信 神應許終必得 （13-14；詩 37:3-4） 

二、此活水的特性 

1、涓涓細水流滔滔成 （3-5）     

2、荒野變綠地百物得 （6-12） 

三、活水湧流的要訣 

1、聖俗有界線與主常 （1a）     

2、經歷十架愛體貼人 （1b-2） 

結語：但願聖殿的活水從我們生命中湧流，使周遭的人經歷生命改變的神蹟。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聽完今天的講道，我對「聖殿流出的活水」有何新的認識？ 

2. 聽完今天的講道，我對「常與主交談」方面自己最需學習的是什麼？ 

3. 聽完今天的講道，我對「體貼人的軟弱」有何立即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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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收據欲開在「109年度」的弟兄姐妹

請於12/27（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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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9年什一按月奉獻專用袋」使用至

109/12/31止，請將空袋子放回專用架上

要收回存檔。110年新袋將在明年1/1上

架。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請為教會各個聖誕節活動禱告，求主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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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肢體禱告】 

謝恩卿姐妹的母親謝陳菊女士於 11/19 過

世，公祭訂於 12/15（二）11:00 假二殯至

真一廳舉行，求 神安慰家屬的心。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感謝 神彰顯極大的權柄和憐憫，柬埔

寨的疫情，迄今在控制中。 

2. 感謝 神賜下禱告的權柄，自三月下旬

迄今，宣教士夫婦在天天的禱告會中不

斷經歷 神。 

3. 感謝 神的話語安定在天，引導堅固、

修剪責備、安慰建立。請為 神開的每

一扇門、賜下的每一個機會，宣教士夫

婦都能倚靠聖靈，大放膽量，把福音的

奧秘盡都傳明禱告。 

4. 求聖靈賜下知罪的恩典和悔改的能力，

讓高涅人能夠跟 神承認罪過、誠心悔

改，離棄偶像，歸向真 神。宣教士夫

婦亦步亦趨跟隨莊稼的主，開墾荒地、

拔掉荊棘、早晚撒種。求 神在高涅的

千家萬戶，開福音的門。 

5. 感謝 神，每個村子都有聽了福音且持

續回應的《和平之家》。求 神加深感

動，讓各個《和平之家》願意固定時間

聚集，從聖經認識 神，轉型為家庭福

音小組。請特別記念第二村、四村、六

村和九村的《和平之家》。 

6. 請為今年在高涅可以舉行洗禮，主日崇

拜能在高棉信徒家中進行代求。 

7. 感謝 神保守顧念宣教士夫婦，並為其

身心靈健壯，家人平安康泰禱告。 

神秘小禮物等著您～ 
今年您有按月關注宣教看板嗎？ 

2020 集書籤換禮物活動，將於 12/27 結束。 

請集滿 8 張不同書籤以上的弟兄姐妹們， 

於年底（12/31）前，帶著書籤到櫃臺登記， 

宣教處將預備神秘小禮物致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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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璽、張智皓、黃華敦、張承澤 

   姐妹：祁  林、盧俊秀、張家純、黃郁閔、黃思綺、唐曉玲、謝恩卿、車  莎、王曼麗、 

鄧碧珍、鄧碧雲、孫榮榮、陳素琴、林穎知、王嘉瑛、戚瑞君、陳思恩、巫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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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151  164  38  4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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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7 15 32 14 2 14 31 18 13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恩 宣教 場地 差 傳 啟發 

筆  數 - 93 筆 6 筆 1 筆 2 筆 15 1 筆 

金  額 49,600 733,280 102,000 3,000 9,500 51,500 100,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2/20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二堂 

吳松霖 

長  老 

林志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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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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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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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