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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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多不嫌少】 

馬太福音第廿五章 14-30 節 

吳松霖 吳麗秋 

1. 感謝 神（讚美 15） 

2. 因著十架愛（生命河） 

3. 因祂活著（讚美 93）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莊叔欽 

郭喆軒 

小詩班 

1. 感謝 神（讚美 15） 

2. 獻詩：你當讓主帶領你道路 

3. 奇妙十架（讚美 60） 

4. 儆醒迎主（讚美 107）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蒲正寧長老 

【我那可以被看見的信心】 

雅各書第二章 14-20 節 

李照斌 

歐陽盛蓮 
連恩代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傅俊魁 李軒昂 劉海湘/蘇慧娜 

第二堂 蔡傑瑞 葉  昇 

葉聿文 

陳麗貞/方娜娜/聶文玲/李盈錚 

第三堂 陳鼎元 邱淑玲/謝瓊嬅/許瑛華/王敏慧 

悅齡敬拜 趙  茵 胡兆輝 陳滇辛/張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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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基督再來勝死復活 

1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2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

間的賊一樣。3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

絕不能逃脫。4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5你們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 1-5節） 

 



不算多不嫌少 

日期：2021年 4月 11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馬太福音第廿五章 14-30節 

前言：我們所等候的主，在我們心目中是怎樣的一位 神，就影響我們用怎

樣的態度跟行動來等候祂的再來。 

大綱： 

一、在 神的 中，我們都 （第 14-15節） 
14「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15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

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 

二、在 神給 時，我們要 （第 16-20節） 

16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17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18 但那領一千的，

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19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帳。20 那領五千銀子的，

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 

三、在 神的 下，我們會 （第 21-30節） 
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22 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

又賺了二千。』23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

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24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

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

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26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

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7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

連本帶利收回。28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29 因

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30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

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結語：讓我們歡喜領受 神給的恩典，積極活出良善忠心來等候主再來。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讓我對於 神和我自己有什麼更深的認識？ 

2. 主確定會再來，對於期待這個應許，我的態度有何被提醒或得幫助的地方？ 

3. 聽完今天的信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教會動態  

1. 4月份的靈修材料「每日活水」已經出

刊（標準版50元/大字版70元），有需

要的弟兄姐妹請至櫃臺購買。 

2. 109年度奉獻收據已開出，使用什一奉

獻專用袋的弟兄姐妹們請至奉獻專用架

上拿取；若專用袋不在架上及無按月奉

獻專用袋者，請洽櫃臺領取。聯絡人：

黃添妹秘書（教會分機 506）。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為教會正在規畫或進行中的各項福音聚會

禱告（啟發、從懷疑到相信、小組長聚集

等等）。求 神帶領賜下盼望、能力與信

心，讓弟兄姐妹們都成為福音的好見證。 

【宣教關懷】 

《泰北清萊湄占》黃靜兒宣教士： 

1. 請為近期泰國的政局穩定，疫情能盡快

結束禱告，求主施恩憐憫這塊土地。 

2. 為黃靜兒宣教士的簽證能順利送辦，早

日回泰北繼續事奉禱告。也求 神保守

福泰教會信徒能平安健康。 

3. 為已升大一的學生張文蘋姐妹禱告，目

前以半工半讀的方式繼續學業，求  神

幫助她也保守她能安排好自己的優先順

序，緊緊倚靠主。 

4. 為青培的學生能認真學習，越來越認識

主、倚靠主，也賜給王瑪莉姐妹智慧、

耐心帶學生。 

5. 泰北學校已經開始放暑假，求  神保守

假期中學生與家人相聚。 

6.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二哥ㄧ家、大弟

ㄧ家、妹夫一家），求主賜下得救的恩

典，也差派天使向他們傳福音。 

即將開跑，您是否已經預備好了？ 

4/13（二）即將開始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請拿到手冊的您加入全球代禱的行列， 

按著每日的內容為散居城巿的穆斯林禱告。 

歡迎您動員代禱夥伴，或和小組、團契一起禱

告。因為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願 神福音的大能震動穆斯林世界！ 

大詩班班員招募 

今年復活節詩班獻詩是不是觸動了您的心呢？ 

想不想要和詩班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詩歌裡更深

體會 神的愛呢？ 

歡迎受洗重生的基督徒加入大詩班的服事行列！ 

不用擔心看不懂樂譜，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來，就對了！ 

有意者歡迎洽詢任一位大詩班班員，

或到主日櫃臺填寫報名表。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悅齡家族  Church+ APP 



本週壽星 弟兄：章凱傑、林進義 

   姐妹：林素靜、鄭淑慧、楊欣蓉、張文容、趙紫婷、張雯雯、魏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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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9 263 34 556 15 

 

堂別 
幼幼-2 

0-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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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2 4 12 37 5 9 2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場 地 

筆  數 -- 80 筆 10 筆 7 筆 1 筆 1 筆 

金  額 30,499 552,260 35,000 26,500 5,000 2,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4/18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藍安良 

傳  道 

章主恩 黃子琦 黃聖穎 林于程 莊聰元/張家純 

第二堂 馮佑行 

方榮平 

敬拜團 

蔡傑瑞 高志明 

鍾坤岳 

新樁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新生小組/趙  茵/黃乙玉 

悅齡敬拜 
李瀞淵 

長  老 
李瑞華 蔡毓芳 翁玉芬 胡兆輝 黃美慧/謝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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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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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urpose@linnan.org.tw
http://www.linnan.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