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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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繼宗牧師 

【敞開的門】 

哥林多後書第二章 12 節 

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 8-9 節 

歌羅西書第四章 2-4 節 

使徒行傳第十四章 26-27 節 

藍安良 楊渝婷 

1. 祢真偉大（讚美 33） 

2. 人們需要主（新歌頌揚） 

3. 求主復興祢工（讚美 166）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魯平正 

大詩班 

 

1. 新三ㄧ頌（約書亞） 

2. 榮耀的呼召（讚美之泉） 

3. 詩班獻詩：我們可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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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幸惠/李盈錚 

第二堂 蔡傑瑞 
黃宗欽 

黃華敦 

林穎真 

張熒真/周雅苓/劉海湘/蘇慧娜 

第三堂 
黃信恩 

詹宜澤/吳燕玲/王永翔/李盈錚 

悅齡敬拜 洪瓊珠/劉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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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質疑責難，我要依靠聖靈來回答 
5 第二天，官府、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6 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

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裡，7 叫使徒站在當中，就問他們說：「你們用甚麼能力，奉誰的名做這

事呢？」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9「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

上所行的善事查問我們他是怎麼得了痊癒，10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

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使徒行傳 4:5-10） 

 



敞開的門 

日期：2020年 10月 25日 

講員：戴繼宗牧師 

經文：哥林多後書第二章 12節、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 8-9節、

歌羅西書第四章 2-4節、使徒行傳第十四章 26-27節 

1. 未得之門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  

哥林多後書第二章 12節 

2. 功效之門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 8-9節 

3. 守望之門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祕 

（我為此被捆鎖），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祕發明出來。  

歌羅西書第四章 2-4節 

4. 跨越之門 

從那裏坐船，往安提阿去。當初，他們被眾人所託、蒙神之恩、要辦現在所

做之工，就是在這地方。到了那裏，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

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 使徒行傳第十四章 26-27節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在新冠肺炎所帶出的「新常態」中，有哪些「新的宣教之門」是上帝為我們開的？

在這期間，我們又如何能在宣教的常識/認識上更裝備好我們自己？ 

2. 在「門前的宣教契機考驗著教會對宣教的真誠」的前提之下，我們教會如何能就地

推動弟兄姐妹在宣教上的禱告和參與？ 

3. 過去華人教會的宣教動向偏向「只向」華人傳福音的宣教策略，請為我們的教會禱

告，求主開闊我們的視野，能更委身在跨文化的宣教中！



教會動態  

1. 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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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部徵求主日講台插花同工，歡迎

對插花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參與服事。

詳情請洽陳聰進弟兄（分機531）。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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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關懷】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1. 為泰國政府願意與學運示威者有好的溝

通，而且達成和平協議禱告，盼望能帶

給泰國百姓安定的生活。 

2. 希望能在 2021 年 2 月在台灣先完成辦

理退休事宜再返回泰國事奉。請為能夠

找到適合宣教士的泰國簽證途徑禱告。 

3. 為目前在台灣安排的所有事奉代禱，近

期的事奉有： 

• 10/24 參與南京東路禮拜堂差傳年會

的事工分享。 

• 11/1 麗山禮拜堂差傳主日講道。 

• 11/8 環西福音中心講道。 

• 11/15 汐止禮拜堂講道。 

• 11/22 三一全人教會講道。 

• 11/26 輔仁大學學生團契分享。 

 

 

 

大詩班招募新成員 

耶和華是使人夜間歌唱的 神。 

祂要賜下屬天福份，是誰也奪不走的。 

歡迎參加林南大詩班，用口大聲讚美 神！ 

一起來，早早飽得祂的慈愛吧！ 

練習時間：每主日 9:00-10:50  

 每月第四週獻詩 

 連續參加練習 4 次，經接納後可參加獻詩 

練習地點：教會 1 樓 

報名： 請洽主日櫃臺填表 

 或於詩班練習時間直接到教會 1 樓報到 

輔協講座 聖經心理學系列 

在失落中選擇成長的勇氣 

失落是生命必經的歷程，因為愛所以才會在失落時感到

痛，只有好好地學習說再見、好好地走過失落的死蔭幽

谷，生命才能不斷在盼望中邁進和成長。 

講員：商志雍長老 地點：教會地下室會堂 

時間：11/15（主日）13:30~15:30 

【2020 宣教月】 

疫．義——衝破疫影的新宣教 

差傳主日 

時間：10/25 三堂主日、悅齡敬拜 

信息：敞開的門 

講員：中華福音神學院  戴繼宗院長 

兒童差傳主日 

時間：10/25（本主日）9:10-10:40  

地點：教會 4 樓 

信息：超級宣教神學講座-宣教 Go Go Go! 

講員：中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金克宜師母 

10/31（六）宣教影片賞析 

時間：14:00-17:30  

地點：地下室會堂 

電影名稱：來自星星的傻瓜（PK） 

導覽講員：魏外揚老師 

宣教實踐 

台南信福福音隊將於 2021/1/24-1/30 至台南將軍區

苓和國小，為國小學生舉辦英語品格冬令營會，歡迎

對偏鄉福音工作有負擔的弟兄姐妹至櫃臺索取報名表

報名。 

 

冬季水禮 
12/5（六）將舉行「冬季水禮」，即日

起開始報名。凡清楚重生得救而尚未受

洗的弟兄姐妹，請把握機會踴躍到櫃臺

索取報名表或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 

聯絡人：陳聰進秘書（分機 531） 



本週壽星 弟兄：李  健、葉敏宣、楊邦源、蒲正寰、林伯瑄、商志雍、曹開鈞、白鎮硯、黃聰仁、 

 郭  雷、蒲叔華 

   姐妹：曾秀淨、曾寶萱、陳  甄、顏慧汝、施依慧、阮樂欣、黃聿芬、楊新民、羅文瑛、 

蔡依宸、高亦加、賴致慧、謝春蓮、張冮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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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189 135 41  4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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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真 
13-15歲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5 3 7 15 43 9 8 32 18 6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宣教 金 山 差 傳 

筆  數 -- 36 筆 2 筆 1 筆 4 筆 

金  額 10,310 248,530 10,000 5,000 15,5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11/1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瀞淵 

長  老 

陳文元 吳麗秋 傅俊魁 
章主恩 

李軒昂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胡若眉 葉  昇 

林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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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松霖 

長  老 
錢睿煌 洪玉玲 趙  茵 胡兆輝 陳博明/程淑姬 

109 年九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28,900 1.捐贈奉獻費用 $309,500 9.差旅費 $2,980 

2.什一奉獻 2,344,675 2.供給 1,123,035 10.退休金費用 81,893 

3.感恩奉獻 19,000 3.保險費 115,359 11.租金費用 323,444 

4.其他奉獻 224,773 4.印刷費 38,305 12.水電費 80,719 

5.宣教事工奉獻 3,000 5.修繕費 6,854 13.郵電費 14,795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720,348 

*109 年度結餘 -$943,079 

*差傳奉獻轉出 $61,000 

*靈修院奉獻 $11,000 

6.暫付款 -115,060 14.代收款 1,449 

7.活動費 347,717 15.勞務費 4,000 

8.什費 96,752 16.書報費 23,060 

 17.特支費 2,514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457,316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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