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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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家充滿 神的恩典】 

馬可福音第一章 21-34 節 

回應詩歌：何等恩典 

吳旻駿 楊渝婷 

1. 神的道路（天韻） 

2. 注目看耶穌（讚美之泉） 

3. 我要向高山舉目（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金信權 

温詩吟 

幕義團契 

1. 投靠者的讚美（救世傳播協會） 

2. 何等恩典（讚美之泉） 

3. 獻詩：當祢找到我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郭傳恩 

黃子琦 

尋真團契 

1. 獻詩：大山為我挪開（讚美之泉） 

2. 讚美之泉（讚美之泉） 

3. 獻上活祭（新歌頌揚） 

4. 所有美善力量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福音中心 10:00-11:30 李  健長老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黃聖穎 章主恩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蔡傑瑞 

葉  昇 

鍾坤岳 

馨香小組 

第三堂 
陳鼎元 

標竿小組 

悅齡敬拜 張清林/曹劉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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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表現：我要勤禱告 讓我的小組更多活出愛 
9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10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

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 

（腓立比書 1:9-11） 



讓家充滿 神的恩典 

日期：2019 年 12 月 29 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馬可福音第一章 21-34 節 

前言：神要藉著我們，將祂的恩典充滿在我們的家庭及教會。 

一、要認出耶穌所做的事， 

還要更加認識 （第 21-28節） 

1、 看見在我們當中所發生的這些事 

2、 認識在我們當中行這些事的那位 

二、要在服事中經歷基督， 

還要把基督迎進 （第 29-31節） 

1、 神關心我們家中的需要 

2、 神讓我們的家不再一樣 

三、要讓家充滿 神的恩典， 

還要讓家成為 （第 32-34節） 

1、 神透過媒介來施行祂的恩典 

2、 神藉著少數成為多數的祝福 

結語：讓我們在家庭及教會中，成為讓 神恩典充滿的媒介。為今年曾經成

為讓人得著 神恩典的媒介感謝主，更立定心志在明年繼續成為讓人

得著 神恩典的媒介。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讓我對於 神和我自己有什麼新的認識？ 

2. 要讓 神的恩典更加充滿我的家庭，我需要突破什麼？ 

3. 要讓 神的恩典更加充滿我們教會，我需要突破什麼？



教會動態  

1.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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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4（六）教會童軍團舉辦「招生說

明會」，歡迎家中有就讀大班-國中生的家

長參加，說明會報名表請於櫃臺領取或到

教會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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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事工代禱】 

1. 為各場聖誕節活動感恩，禱告讓每一位受

邀參與的人都有豐盛的領受並接受主恩。 

2. 為明年度教會的各個事工以及各部的計劃

禱告，求 神賜下合一的靈與智慧的心，

來回應 神的呼召與使命。 

【宣教關懷】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1. 為 2020 年 1 月份主日分別要到中壢堂、

麗山堂和明志堂傳講信息，求主賜下合宜

的話語。 

2. 為 1/6（一）在國泰醫院要做大腸鏡一切

順利代禱。 

3. 為 1/19（主日）特別邀請林南小詩班參與

“泰”溫暖活動，另還有 1/25-27 的春節

福音營會、4/24-26 在泰國的泰勞親屬福音

營會，及六月在新竹的跟進營代禱，需要

費用共計五十萬台幣，請為所需要的物資

與各項節目進行代禱。 

4. 泰勞之友的平安之家目前沒有牧者牧養，

求主呼召有負擔的傳道人來牧養。 

5. 求主感動更多的台灣教會為泰勞宣教事工

代禱及奉獻支持。 

 

  

林森南路禮拜堂專屬 APP 
教會使用 Church+平台推出教會專屬手

機 APP，可立即接收教會活動資訊、主

日影音、靈修日引等，也可用於讀經與

小組討論，歡迎弟兄姊妹下載。 

步驟 1：掃描左方 QRCODE 並下載 

步驟 2：開啟註冊，並於綁定教會頁面

搜尋「林森南路禮拜堂」或於 APP 內再

次掃描左方 QRCODE 綁定即可。 

下載 APP 

& 

綁定教會 

卡片寄情～用心以文字祝福 
在寒冬送舊迎新的時節，透過小小一張卡片， 

傳遞我們的愛與情誼，給遠方的宣教士們。 

希望大家再忙都要記得去穿堂，寫下關懷與祝福， 

讓世界變小，距離變短，情感也變得更濃。 

（12/29 及 1/5 主日，賀年卡會擺放在地下室穿堂） 

送紅包傳福音 林南“泰”溫暖 
石榮英宣教士後援會邀請您一起做「在地」的宣教工

作！今年農曆年假期有特別為泰勞舉辦的福音營，邀

請您奉獻，使這項服事泰勞的事工能順利進行，讓今

年的泰勞福音營再次感受到「林南泰溫暖」。 

捐助請註明「為泰勞福音營」，並請在 1/19（主日）

以前投入奉獻箱。 

請加入家門口的宣教 
櫃臺有印尼文的行事曆、雙月刊， 歡迎大家索取。 

讓我們一起來關顧及善待寄居本地的印尼朋友們， 

建議您可以隨身攜帶，週末遇到蒙頭的印尼朋友們，  

送給他們做為新年的禮物。 

宣教處宣教看板 
今年您有按月關注這個特別的看板嗎？ 

2019 集書籤換禮物活動，即將結束。 

請集滿 8 張書籤以上的弟兄姐妹們， 

於 2020/1/19（主日）之前，帶著書籤到櫃臺登記， 

宣教處將預備神秘小禮物致贈。 

請明年繼續關注我們哦～ 



本週壽星 弟兄：趙靖邦、隨建興、劉紹章、黃文章、黃信恩、黃和謙、黃奕仁、吳國鈞、羅俊雄、 

 陳承斌、林政德、賀俊吾、歐文傑 

  姐妹：陳文元、元嘉德、楊雅芳、馬天鳳、黃淑于、吳智媛、洪秋華、趙世慧、康淑清、 

 韓元雯、林美甄、林彩鳳、林雅玲、李桂芝、林瑟如、周秋萍、陳采甄、楊頌恩、 

 陳碧綉、李桂萍、尤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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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255  60  571  17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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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 

青少年 
預備班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10 10 5 18 40 16 12 15 20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建 堂 宣 教 感 恩 福音中心 

筆  數 -- 51 筆 5 筆 1 筆 3 筆 6 筆 11 筆 

金  額 57,101 818,900 32,000 3,000 17,000 50,000 264,8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5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栐坤 

長  老 

藍安良 吳麗秋 楊璦寧 林于程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王惠民 樂  團 

蔡傑瑞 黃宗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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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豔 尤雪芳 趙  茵 賴建成 陳博明/程淑姬 

福音中心 
李  健 

長  老 
     

108年 11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57,910 1.捐贈奉獻費用 $522,141 10.神學生補助 $51,000 

2.什一奉獻 2,132,612 2.供給 1,086,835 11.退休金費用 81,893 

3.感恩奉獻 61,800 3.保險費 113,902 12.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21,600 4.印刷費 32,591 13.水電費 69,779 

5.宣教事工奉獻 8,200 5.特支費 308 14.郵電費 14,087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382,122 

*108 年度結餘 $-4,811,340 

*差傳奉獻轉出 $107,100 

*靈修院奉獻 $504,000 

6.修繕費 34,678 15.購置設備 24,667 

7.什費 50,552 16.書報費  1,199 

8.活動費 20,973 17.代收款 -11,147 

9.暫付款 90,306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507,208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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