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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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栐坤長老 

【充滿盼望跟隨主耶穌】 

彼得前書第三章 15 節 

回應詩歌：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吳松霖 楊渝婷 

1. 榮耀是主聖名（讚美 22） 

2. 愛主更深（讚美 221） 

3. 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温  翎 

洪玉玲 

大詩班 

1. 快樂歌（讚美 17） 

2.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讚美 139） 

3. 詩班獻詩： 

開到水深之處（讚美 316） 

4. 數主恩惠（讚美 343）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李國寧 劉海湘/蘇慧娜/傅幸惠 

第二堂 胡若眉 
黃宗欽 

林于程 

張熒真/洪千雅 

周雅苓/李盈錚 

第三堂 
黃信恩 

詹宜澤/吳燕玲 

李盈錚/王永翔 

悅齡敬拜 鍾坤岳 黃美慧/洪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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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弟兄姐妹攜手去傳福音 
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

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使徒行傳 3:1-4） 

 



充滿盼望跟隨主耶穌 

日期：2020 年 12 月 27 日（第一二三堂、悅齡敬拜）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彼得前書第三章 15 節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做準備，以

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前言：今年在疫情衝擊下，我們仍放膽尋找機會傳福音；面對未知的來年，

我們更要持定在基督裡的應許，見證福音的盼望。 

大綱： 

一、讓人從我身上看見  

1、 認定基督是生命的主 

2、 願意為基督分別為聖 

二、讓人從我身上感受  

1、 效法基督柔合謙卑 

2、 敬重人受造的價值 

三、讓人從我身上認識  

1、 常常作好準備 

2、 坦然能讓人問 

明年讓我們學習從四個方面，向人見證福音的盼望： 

(1). 讓人從我身上看見基督 

(2). 等候基督再來勝死復活 

(3). 更深認識基督長大成熟 

(4). 在人需要上看見我責任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回顧今年，數算 神的恩典，我最想感謝 神的三件事是什麼？ 

2. 我能充滿盼望跟隨主耶穌嗎？為什麼？今天的信息對我有何提醒或幫助？ 

3. 在「讓人從我身上看見基督」、「等候基督再來勝死復活」、「更深認識基督長大

成熟」、「在人需要上看見我責任」方面，我可以如何預備自己來向人見證福音的

盼望？



教會動態  

1. 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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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四）前完成投遞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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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2/31（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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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架。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請為明年度教會的事工代禱，求主顯明祂

心意，親自引領各樣事工的規畫和推動，

讓我們可以按著主心意而行。 

【為教會肢體禱告】 

劉蕙汝姐妹的母親劉謝美智姐妹於 12/15

安息主懷，僅訂於 12/28（ㄧ）13:30 在新

北市立板橋殯儀館舉行追思禮拜，求主親

自安慰家屬的心，並保守喪禮的籌劃，滿

有主的恩典。 

【宣教關懷】 

《泰北清萊湄占》黃靜兒宣教士 

1. 為泰國疫情禱告：近日與「龍仔厝府」

（Samut Sakorn）海鮮市場染疫者有關

的共有 548 個確診病例，求主幫助泰國

政府能因應對策以控制疫情。 

2. 為福泰禮拜堂 12 月份聖誕年終系列活

動的後續跟進禱告，求聖靈引導，領人

認識耶穌。 

3. 請為剛受洗的肢體禱告：巴瑯奶奶、段

李玉珍奶奶，及方舟之家的蘇靜宜、張

有珍、何淑芬、吳美藍、李約伯、張志

成，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並引導一生

跟隨主見證主的道路。 

4. 請為尤善姐妹的家庭代禱，求主保守 3

個孩子司提反、巴拿巴及哈拿在天父的

看顧下健康成長。 

5. 為青培學生的生活、學習、服事禱告，

求主保守他們能緊緊跟隨主。 

6. 繼續為宣教士返泰的簽證申請禱告。 

 

 

 

 

2020 年歲末感恩見證禱告會 

這一年來，您經歷了 神多少的恩典呢？ 

這一年來，神在您的路途上，滴下多少恩典的脂油呢？ 

歡迎您來禱告會，見證神在您生命裡的奇異恩典， 

也和弟兄姐妹們一起數算 神的恩典，並向 神獻上感恩。 

時間：2020/12/30（三）19:00-20:30   地點：教會 2 樓 

愛心跳蚤市場 

 歲末斷捨離 年終大出清 

 家中用不上的好物，可能是別人眼中的寶物！ 

 歡迎揪伴來參加愛心跳蚤市場。 

日期：2021/1/31（主日）13:00-15:00 

地點：教會大堂（＆教會 1 樓） 

即日起至 1/24（主日）止，歡迎個人或團體報名設攤。 

 品項不限，價格自訂。請向主日櫃臺或小組長、家

庭部秘書陳聰進弟兄（分機 531）報名登記。 

 本次跳蚤市場所得款項將捐助 CCSA-中華育幼機構

兒童關懷協會-失家兒事工，此協會秘書長洪錦芳姐

妹是本堂會友。 

主辦單位：林南家庭部 協辦單位：恩雨小組、青春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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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賀年卡、暖暖的情懷 
在寒冬裡送舊迎新的時節，透過小小一張卡片， 

傳遞我們的愛與情誼，拉近與宣教士之間的距離。 

希望大家再忙都要記得去穿堂寫下關懷與祝福， 

藉由祝福的文字帶出國度心、宣教情。 

12/27（本主日）及 1/3（主日）賀年卡會擺放在穿堂 



本週壽星 弟兄：黃沐安、郭紹文、趙靖邦、劉紹章、黃文章、黃信恩、黃和謙、黃奕仁、吳國鈞、 

羅俊雄、陳承斌、劉國生、林政德 

   姐妹：謝台陵、吳靜華、陳文元、元嘉德、楊雅芳、馬天鳳、黃淑于、吳智媛、趙世慧、 

 康淑清、韓元雯、林美甄、林彩鳳、林雅玲、李張灑莉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二堂 第三堂 悅齡敬拜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190  195  38  423  23 
 

堂別 
幼幼-3 
0-3歲 

幼兒-3 
4-6歲 

兒童-2 
7-11歲 

兒童 
安置 

青少年預
備班 

尋真 
13-15歲 

慕義/真愛 
16-18歲/19-24歲 

人數 5 19 30 5 9 29 39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場 地 宣 教 感 恩 

筆  數 -- 49 筆 8 筆 2 筆 1 筆 1 筆 8 筆 

金  額 21,700 1,308,039 132,500 4,000 10,000 1,000 95,57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3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  健 

長  老 

藍安良 吳麗秋 黃聖穎 李軒昂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陳文元 

李忻恩 

樂  團 

蔡傑瑞 
黃華敦 

鍾坤岳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吳松霖 

長  老 
陳建中 蔡毓芳 謝慧純 胡兆輝 陳博明/程淑姬 

109年十一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211,801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10.書報費 $1,200 

2.什一奉獻 2,214,785 2.供給 1,086,835 11.退休金費用 81,893 

3.感恩奉獻 66,500 3.保險費 113,658 12.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12,621 4.印刷費 24,966 13.演講費 20,000 

5.宣教事工奉獻 16,000 5.修繕費 5,575 14.郵電費 16,809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521,707 

*109 年度結餘 -$532,205 

*差傳奉獻轉出 $111,000 

*靈修院奉獻 $12,500 

6.神學生補助 40,500 15.文具用品  240 

7.活動費 30,039 16.特支費 5,840 

8.什費 102,247 17.水電費 79,289 

9.暫付款 -37,505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204,530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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