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對團隊的期望-互補 

『約押對亞比篩說：「亞蘭人若強過我，你就

來幫助我；亞捫人若強過你，我就去幫助你 

。我們都當剛強，為本國的民和神的城邑作

大丈夫。願耶和華憑他的意旨而行！』 

(撒下 10:11-12)  

大衛王面對強大的聯軍-亞捫、亞蘭、陀伯

並瑪迦人，他的兩個將軍-約押和亞比篩，約押

是一位常勝將軍，亞比篩是他的弟弟，他們都

認為必須要在「不分彼此」的原則下聯合才能

一同面對眾軍。 

這正如教會的聖徒，彼此互為弟兄姊妹，在

屬靈的戰場上，都該互相幫助互為肢體，誰都

不能小看任何一位弟兄姊妹，保羅說你們若靠

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帖前 3:8）何謂

「互補」？就是心理上不可有輕視弟兄姊妹的

想法，無論弟兄是多麼軟弱，在屬靈的戰場上

都是我們的戰友，今天正處在邪惡淫亂的世界 

，撒但最大的詭計就是分離教會，所以聖經上

說，必須靠主，也要在愛中，彼此扶持成為一

個身體，這是神的智慧。 

人類自從墮落後，都自以為是，互相排斥，

很難同心合意的成為一體。但是在聖靈和十架

大愛裡，我們成為一個身體，這是極大的能力 

，地上有兩個人同心合一無論向父求什麼，父

必垂聽。今天教會要能夠繼續不斷的拓展，必

須要同心互補、讓福音廣傳遍地。 

衣弟兄 
 
 
 
 
 
 

教會推動大量讀經，建立與神心意相連的 

親密關係，願能明白神的心意並依循而行 

1. 建議每天讀十五章聖經!歡迎掃描加入 715

讀經列車 LINE群組。 

2. 若因個人因素可選擇日讀十章、日讀四

章…，教會櫃台有紙本進度表。 

  
 

1.《新人歡迎茶會》 
 歡迎第一次來聚會的朋友們，在聚會結束後，
請前往「親子室」，教會歡迎您。 

2.《福音真理班》 
時間：主日 11:00~12:00  地點：教室 C 
歡迎新朋友或想更了解聖經福音真理的弟兄
姊妹參加。 

3.《初信造就班》地點：大會議室 
時間：4/11~5/23 每週主日 11:00~12:00 
歡迎剛受浸或沒有上過此課者，想更了解聖經
真理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4/25暫停一次) 

4.《為幼幼班祝福禱告》地點：教會主堂 
時間：4/18主日 10:30 
(請家長陪伴幼童 10:15在葡萄園集合) 
家中若有幼童，請洽小組長或櫃檯報名，當
天衣牧師親自為孩子們祝福。 

5.《兒童說故事比賽》 
上台者人人都有獎喔！請鼓勵孩子們參加！ 
時間：5/30(日) 13:00 開始 
讓我們來聽聽孩子們說説聖經故事，請跟組
長報名或洽櫃檯報名(孩子&家長姓名+手機) 
參賽對象：本教會弟兄姊妹的孩子 
分四組：A. 幼幼班一組 

B. 國小一、二年級一組 
C. 國小三、四年級一組 
D. 國小五、六年級一組  

6.《主日第一堂培訓》主日 9:00~10:00 

課程 講員 場地 

以賽亞書 衣立凡牧師 教室 A 

啟示錄 郭秀娟老師 教室 C 

7.《讀經列車說明會》如何在讀經時遇見神 
 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

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約 10:27) 
講員：許文聰弟兄 
時間：4/25(日) 12:30-14:00 
地點：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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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差不多的人‧做新事的神 
講員 何孟璁弟兄 

經文 啟 3:15-16，申 1:32、36，賽 43:19，可 2:22，路 24:32 

一、當我們失去熱度── 

一成不變的差不多生活！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小姐？ 

二、應該追求熱情嗎？ 

三、熱情來自「相信做新事的神」 

四、新皮袋的生命──在神的「新意」中火熱 

背誦：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

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

江河。』(賽 43:19) 

默想： 

1.您內心的熱度如何呢？ 

您的熱情來自哪裡呢？ 

2.神要在您身上做什麼新事呢？ 

2 Timothy 1:12 
That is why I am suffering as I am. Yet this is no cause for 
shame, because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and am 
convinced that He is able to guard what I have entrusted to 
Him until that day. 

So great and honorable is the commission Paul has 
received from the Lord to preach the gospel of salvation in 
Jesus Christ that he deemed it worthy for him to suffer 
rejection, ridicule, persecution, torture, imprisonment and 
even death! 

And through all that he suffered, he felt honored and 
privileged instead of ashamed! 

All because he knew whom he believed — the only true 
God who for the sake of love sent His Only begotten Son 
to lay down His own life to redeem the elect among the 
fallen race of Adam. 

And Paul said that he was the “chief sinner” among them. 

Yet Paul’s faith in Jesus was not on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 past sins and the present day provision and protection, 
but also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uture. 

The God who made right the past also is able to safeguard 
the ultimate good He promised for the future. 

When we realize our own inability to even hold on to our 
very breath, it’s good to trust all to the One who is mighty 
to hold the cre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ower of His word!  
(Heb 1:3)                         《楊弟兄分享》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
他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後書 1:12》 

保羅從主那裡得到的使命，傳講在耶穌基督裡救恩的
福音，是如此偉大和榮耀，以至於他認為這些值得讓
他遭受拒絕、嘲笑、迫害、酷刑、監禁甚至死亡！ 

經歷這一切苦難，他感到尊榮和有幸，而不是感到羞
恥！ 

一切都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所信的—獨一真神因愛的原
故，差派獨生子捨下自己的生命，來贖回亞當墮落族
類中的選民。 

保羅說自己是其中「罪人中的罪魁」。 

保羅深知信耶穌，不僅是為了消除過去的罪，也是為
了現在的供應與保護，更是為了未來的保障。 

掌管歷史的神，也能維護祂對未來應許的最終實踐。 

當我們意識到我們甚至無法掌管自己的生命時，最好
將一切交付給大能的那一位，祂是用權能的命令托住
萬有的那一位！（希伯來書 1:3） 

 

                 《林新梅姊妹翻譯》 

【主日聚會程序】 內容 時段 內容 時段 信息內容 

10:15~10:35 
擘餅聚會 
紀念主 

10:35~11:10 敬拜讚美 11:10~11:55 
差不多的人 
‧做新事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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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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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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