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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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瀞淵長老 

【門徒是基督的見證】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1-8 節 

吳松霖 吳麗秋 

1. 倚靠永遠的聖手（讚美 250） 

2. 親近更親近（讚美 371） 

3. 靠近十架（讚美 64）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李清光 

李忻恩 

樂  團 

1. 我們又在一起（新歌頌揚） 

2. 祢信實廣大（讚美 7） 

3. 因著十架愛（讚美之泉） 

4. 我要順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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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松霖長老 

【我真是有福（三）】 

馬太福音第五章 5 節 

錢睿煌 蔡毓芳 

1. 所有美善力量 

2. 祢的光當照耀（讚美 436） 

3. 領我到髑髏地（讚美 58）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傅俊魁 李國寧 張錦如/陳隆蓮/駱家珍 

第二堂 陳鼎元 黃華敦 

葉聿文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林麗卿/高志明/林麗琴/李盈錚 

悅齡敬拜 謝慧純 胡兆輝 陳博明/程淑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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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福音的盼望 

年度經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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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第三章 15節） 

具體表現：讓人從我身上看見基督 

1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2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

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3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

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4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 

（以弗所書第五章 1-4節） 



門徒是基督的見證 

日期：2021年 2月 7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李瀞淵長老 

經文：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1-8節 

前言：行道來見證基督；讓人從我身上看見基督 
1. 極尊貴的身分：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

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2. 極榮美的生命：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3. 極重要的學習（命令）：弗 5:1 所以，你們該效法 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一、耶穌應許要給的賞賜 (太 10:40-42) 
40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41
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

賞賜; 人因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
42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

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一）得和好的賞賜—是與 神和好的人（40） （二）得復活的賞賜—有復活的新生命（41a） 

（三）得得救的賞賜—與 神同行的生命（41b）（四）必定得到賞賜—活在 神的恩典中（42） 

二、耶穌眼中門徒的生命 

（一）活出行 神的道：約 8:31-32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

我的門徒；
32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二）活出彼此相愛：約 13:34-35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三）活出與主連結：約 15:7-8 
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四）活出肯負代價：路 14:27，33 27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的門徒。….33 這樣，

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三、耶穌引導門徒的路徑   

（一）要接受 神的修剪—用 神的道來修剪；神自己親自來栽培我，使我可以結果子更多 

      15:1-3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3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二）要是與基督連結—是常在主的裡面；我在基督裡，祂也常在我裡面，就能結果子 

15:4-6 4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6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三）要是遵行主的道—多結果子的門徒；要結果子更多，是藉著 神的話常在基督裡 

15:7-8 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結語：順服 神，行出道，負代價，多結果 

個人默想及小組討論 

1. 回想評估我個人已領受了多少 神應許的恩典？ 

2. 評估自己的生命已活出多少門徒生命的樣式？ 

3. 我在那方面可以加強學習？我要怎樣學習？ 



教會動態  

1. 202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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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連假，2/10週三禱告會暫停乙次。 

3. 2/12（五）初一「新春敬拜」取消。將

由長老們以影片向弟兄姐妹們祝福。 

4. 適逢春節連假，2/14（下主日）育成部

各組兒主教學、尋真團契及青少年預備

班暫停乙次。當天第二、三堂有安排兒

童安置： 

 0-3歲幼幼組在7D，請家長自行安置。 

 4-6歲幼兒在3C，請家長自行安置。 

 7-11歲兒童在5B教室。 

5. 英文團契2/7（本主日）13:30在教會4樓

聚會。由旅居以色列多年的陽啟華宣教

士分享「Aaronic blessings←→Spiritual 

fruits 」；經文：Numbers 6:24-26 、

Galatians 5:22-23。歡迎參與！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配合教會年度主題「見證福音的盼望」，

為弟兄姐妹們預備自己成為宣揚 神福音

的器皿禱告。 

求主親自呼召祂的兒女們參與教會的各樣

事工。讓弟兄姐妹願意擺上 神所給予的

恩賜，服事 神和服事人，讓 神的教會得

著榮耀。 

【為教會肢體禱告】 

1. 近日氣候不穩定，冷熱變化大，求主

看顧年長弟兄姐妹和孩子們有健康的

身體，也保守出入平安，親自扶持每

個腳步。 

2. 在疫情緊張的時刻，求主保守每一位

弟兄姐妹，經歷主裡的平安，出入蒙

主保護與看顧，保守我們免於病毒的

侵害。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感謝 神在高涅開福音的門，聖靈在高

涅人心動奇妙善工。去年聖誕節期間，

藉著和高涅人一起為耶穌慶生之際，在

不同村子的《和平之家》傳講耶穌基督

的十架救恩；請為一同慶祝聖誕的六個

家庭很快能結出信心的果子禱告。 

2. 請繼續為高涅人能深知所信，清楚重生

得救，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並專心跟隨耶

穌禱告。也讓高涅縣稻田鄉的九個村子

都有家教會。 

3. 感謝 神，保守顧念柬埔寨，讓疫情維

持在可控制的範圍。 

4. 去年十一月下旬警察上門查核工作證，

宣教士夫婦隨即著手申理。懇求 神開

路，能順利拿到工作證，好在高涅繼續

生活、工作。也請禱告拿到工作證之前

警察不要再度來訪。 

 

春季水禮 
3/6（六）將舉行「春季水禮」，即日起開始 

報名。凡清楚重生得救而尚未受洗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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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分機 531 

 

請加入家門口的宣教 

櫃臺有印尼文的雙月刊， 歡迎大家索取。 

疫情期間，許多印尼看護在家或醫院照顧雇主， 

盼望這本刊物帶給他們平安與鼓勵， 

讓我們一起來關顧及善待寄居本地的印尼朋友們。 

三三共學會  歡迎來做伙 

第三屆豐盛第三人生課程概念篇即將開課了！ 

開課日期：3/6（六） 

報名截止：2/21（主日）（早鳥報名：2/9 前） 

本次課程共 7次（40小時） 

課程主題包括：準備好沒煩惱、 

健康自主管理、危機處理流程、 

正向美好回憶、再創生命高峰、 

三業共構規劃、溫馨陪伴之旅。 

更多課程資訊與報名方式：請洽櫃臺索取報名表或掃

QR Code 參看線上報名單 



本週壽星 弟兄：鄭拯民、陳建成、宮文琦、陳瑞龍、曾文毅、歐文龍、宮承讓、李宗樺、李  薰、 

 鄭賜光、黃晴裕、楊隆興、林明雄、馮佑行 

   姐妹：陳易雲、韓  寧、劉冠芳、李瑞華、杜歆柔、李容珍、袁曼麗、吳淑雲、黃玉敏、 

 高心瑩、羅惠敏、陳元瑜、胡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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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61 151 139 45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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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2 4 10 8 24 9 8 11 2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金 山 感 恩 場 地 泰溫暖 

筆  數 -- 43 筆 6 筆 1 筆 3 筆 1 筆 13 筆 

金  額 5,000 404,147 22,200 11,000 17,000 2,000 58,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2/14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清志 

弟  兄 

藍安良 李詩青 黃聖穎 李軒昂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莊叔欽 

郭喆軒 

小詩班 

胡若眉 
葉  昇 

林穎真 

趙  茵/聶文玲/樊  傑 

第三堂 

蔡傑瑞 

李  麗/邱淑玲/許瑛華 

悅齡敬拜 胡兆輝 陳滇⾟/張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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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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