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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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恩慈和嚴厲】 

羅馬書第十一章 13-24 節 

藍安良 楊渝婷 

1. 神聖主愛（讚美 20） 

2. 贖罪之泉（讚美 77） 

3. 住在祢裡面（讚美之泉）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吳松霖 

方榮平 

敬拜團 

1. 將天敞開（讚美之泉） 

2. 唯有耶穌（讚美之泉） 

3. 如鹿切慕溪水（新歌頌揚） 

4. 住在祢裡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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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宏信長老 

【大衛思考法(一)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 7 節 

錢睿煌 鄧艷虹 

1. 我要耶穌（讚美 232） 

2. 當告訴耶穌（讚美 280） 

3. 每一天（讚美 303）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傅俊魁 林于程 李盈錚/張家純 

第二堂 蔡傑瑞 黃華敦 

鍾坤岳 

新樁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駱家珍/高心瑩/趙  茵/黃乙玉 

悅齡敬拜 翁⽟芬 胡兆輝 ⿈美慧/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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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認識基督長大成熟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

基督的身體，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

成的身量。 （以弗所書第四章 11-13節） 



神的恩慈和嚴厲 

日期：2021年 3月 21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曾文毅弟兄 

經文：羅馬書第十一章 13-24節 

13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原文是榮耀）我的職分，14或者可以激動

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一些人。15 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

而復生嗎？16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樹枝也就聖潔了。17若有幾根

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18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

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19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20不錯！

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21 神既不愛惜原

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22 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

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23 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

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接上。24 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何況

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呢！ 

前言： 在這場疫情當中，有的國家在 神的恩慈裡，有的國家在 神的嚴厲裡。這樣巨大的差

異除了公共衛生和醫學上的原因之外，有什麼屬靈的意義蘊含其中？ 

大綱： 

一、神的恩慈和嚴厲顯明在 神的作為中 

1. 有人享受 神的恩慈 但有人卻被   (13-15)     

2. 基督成為救恩根源 得救在與主   (16) 

二、神的恩慈和嚴厲顯明在信心原則上 

1. 千萬不要誤判情勢 自以為永不  (17-18) 

2. 信心才是關鍵途徑 因著信才得   (19-21) 

三、神的恩慈和嚴厲顯明在人的回應上 

1. 長久住在 神恩慈裏 不致從救恩   (22)      

2. 只要離開不信惡心 立刻被 神愛   (23-24) 

結語： 恩慈和嚴厲是 神最核心的屬性。對 神的屬性有正確的認識，才會使我們不管在 神的

恩典或管教中，向 神有正確的回應，這樣才能真正蒙福。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聽完今天的講道，我對「神的恩慈與嚴厲」有何新的認識？ 

2. 聽完今天的講道，我對「長久住在 神恩慈裏」有什麼反省的地方？ 

3. 聽完今天的講道，我對「離開不信惡心」有何立即想做的事？



教會動態  

1. 3/21（本主日）英語團契13:30在教會4

樓聚會。主題：A Demanding Savior；

經文：Mark 5:21-43。講員是 Philip 

Nicholson宣教士。歡迎參加！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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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為萬國禱告-阿富汗》 

1. 求主保護阿富汗的少數信徒，使那些正

在尋找秘密信徒的人「視而不見」，不

會發現他們。 

2. 阿富汗信徒雖然被孤立，祈求他們可以

在信仰上得到堅固和鼓勵，找到安全的

方法彼此相交，領受主的聖言。 

3. 求主在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心中動工，例

如塔利班和伊斯蘭國的成員，使他們認

識耶穌的愛，生命被轉化。 

4. 在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充滿緊張的和平

談判過程中，阿富汗幾乎每天都會發生

爆炸事件。求主為這個飽受戰火摧殘的

國家帶來和平。 

5. 阿富汗婦女沒有什麼權利，她們經常被

忽視、受虐和苦待，政府無法給她們保

障。求主讓阿富汗的婦女得到保護和尊

重，並藉著基督拯救的能力，讓她們知

道天父的慈愛。 

6. 阿富汗是最大的毒品出口國之一，貪污

和販毒損害了國家的發展。祈求基督以

大能粉碎一切腐敗和毒品的勢力，讓阿

富汗基督徒虔誠正直的生命成為盼望的

明燈。 

 

 

 

輔協講座 

原生三角與伴侶關係 

講員：李島鳳老師  

專業領域：伴侶與家族治療、個別與團體諮商、  

          薩提爾模式成長與訓練、工作坊、諮商督導 

時間：3/21（本主日）13:30-16:00   

場地：地下室會堂 

主辦：輔協部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4/13（二）至 5/12（三），是 2021 年穆斯林的齋戒

月。讓我們和全球的弟兄姐妹在這段時間一起為穆斯

林世界禱告。 

對基督徒來說，目前最受到壓迫的前十個危險國家，

就有七個是伊斯蘭政權。禱告是一個行動，一個帶來

和平、改變社群、讓神國更臨近世人的行動。 

讓我們一起點燃靈火，為各城市散居的穆民禱告。 

（邀請您至櫃臺索取手冊） 

福音茶會 

從豆子，杯子，到人生——精品咖啡烘豆師 Barista

和您分享如何用生命沖出一杯人生的精品咖啡 

時間：4/1（四）13:30～15:30  

地點：教會 4 樓 主辦：弟兄讀書會 

歡迎大家來享受精品咖啡、點心和生命故事 

啟發餐會 

防疫期間，我們以盒餐、美味湯品、水果，加上精緻的

影片，分享福音。歡迎介紹親友、有興趣的人參加。 

來賓八位以上開辦。 

時間：4/8（四）起，連續 12 週，12:00-14:00 

地點：教會 4 樓 

他為了我 

2021 年復活節期系列活動 

在經文默想、靈修、禁食和禱告中 

與 神對話、更親近 神，享受 神的愛； 

在復活節清唱劇的詩歌和信息裡 

思想耶穌為我們受難與復活的意義， 

更深體會我們與 神的關係。 

活動項目和時間 

• 復活節前 40 天靈修 2/17~4/3： 

「大齋節期靈修—和耶穌聊聊天」 

每日靈修影音材料透過教會臉書專頁和 Church+ 

發布，弟兄姐妹可透過禁食禱告的方式來靈修 

• 受難日禱告會：4/2 (五) 19:30~21:00 地下室會堂 

• 4/4 復活節主日「各各他之愛」清唱劇： 

9:10~10:40、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當天第一堂主日敬拜暫停一次） 



本週壽星 弟兄：陳亮清、林景祥、王冠廷 

   姐妹：蔡盈真、李碧蕙、楊佳明、許映如、陳玉鳳、邵秀珠、賴惠蓉、洪玉玲、劉美鳳、 

 劉素玉、杜宥萱、陳穎慧、陳穎慧、林潔心、蘇慧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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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166 168 49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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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 

16-18、19-24歲 

人數 3 5 13 11 21 16 5 12 31 28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場 地 

筆  數 -- 46 筆 6 筆 3 筆 1 筆 

金  額 41,750 537,910 22,500 6,000 20,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3/28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陳栐坤 

長  老 

章主恩 黃子琦 楊璦寧 李軒昂 陳星輝/傅幸惠 

第二堂 
温  翎 

陳雯嫻 

大詩班 

胡若眉 

高志明 

葉聿文 

張熒真/洪千雅 

周雅苓/顧  娟 

第三堂 陳鼎元 
詹宜澤/吳燕玲 

郭蓓蓓/王永翔 

悅齡敬拜 
吳松霖 

長  老 
李  豔 鄧艷虹 章慧玲 鍾坤岳 劉愛平/洪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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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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