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奉差往普天下去-擴張福音疆界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
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天
上的眾長老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
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啟示錄 5:6、9)  

啟示錄第五章說到羔羊救主耶穌復活升天
的啟示，在天上寶座有羔羊站立，有七角七
眼，就是神的七靈，是奉差往普天下去的，
接下來就是大讚美，說羔羊是配。他們唱新
歌說羔羊是配，因祂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民
中買了人來，歸給神在地上作祭司並執掌王
權。 

聖靈降臨的目的，不只是讓我們得救，且
要成為生活上的幫助，賜下更大的能力，在
地上執行神所賜予我們為祂作見證的能力，
讓福音傳到地極。聖靈被稱為「七眼」，指
出聖靈帶給人的啟示，「七角」是指聖靈的
能力，是奉差往普天下去。 

主，祂要教會完成的大使命，聖靈先在許
多地方運行，使當地的人成為好土，然後運
行在宣教士心中，使之也與聖靈同工，一同
完成宣教的使命。所以宣教的工人都是有聖
靈的差遣，讓我們今年都能聽見馬其頓的呼
聲，不僅在蘆洲也盼望在更多地方，都能和
聖靈同工，去完成主賜給我們的大使命。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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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更新》三天特會-賴天賜牧師 
1/31(日)10:15~12:00 

 2/20(六)19:00~20:30 
 2/21(日)10:15~12:00 
 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來參加難得的特會，
一起經歷聖靈更新的大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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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初信造就班》 
時間：主日 9:00~10:00  地點：大會議室 
歡迎剛受浸或沒有上過此課程者，想更了解聖
經真理的弟兄姊妹直接到大會議室參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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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雙語團契 CAB》Christian Assembly Bilingual 
時間：每週五 Firday晚上 7:30~9:00 p.m. 
※ 邀請外籍朋友、社青或學習英文者參加。 
Please invite foreign friends in Taiwan, Office workers 
and English learners. You are all welcome to join CAB! 

7.《英語團契 CAE》主日英語聚會 
CAE (Christian Assembly English) 
時間：每個主日 Sunday 下午 1:00~2:00 p.m. 
歡迎外籍朋友及喜愛學習英文者一起參加。 

8.《辦公室通知》 
(1) 春節期間 2/14主日聚會照常。 
(2) 2/14 日主日中午停代訂餐，2/21 恢復代 

訂餐。 
(3) 2/10~2/16 春節期間，教會不開放，若各 

小組、各事工有個別需求，請盡快跟辦公 
室聯絡，好預作安排。 

教 會 消 息 

2021年 

1月 31日 

第 1141期 

因應政府加強防疫， 
教會嚴格遵守防疫措施: 

1.進入教會請全程配帶口罩。 
2.量額溫（低於 37.5度方可進入）。 
3.取用酒精消毒（勤洗手）。 
4.為下午小組聚會需要，教會仍代訂簡
餐，但食用時請保持適當距離，勿交
談。暫時取消群聚用餐。 

5.有感冒或身體不適者請在家觀看教會
直播。 



 
 

主 題 在聖靈恩膏裡進深學習 
講員 賴天賜弟兄 

經文 約 14:12、16、17、26；16:13 

一、屬靈導師的影響力 

二、要不斷的在聖靈裡禱告 

1.悟性的禱告 

2.從我們的【靈】裡用方言直接向神禱告 

3.務要經常持續的禱告及代求 

三、在沈睡中，人的靈卻是警醒的 

四、與聖靈的親密關係會直接影響到夫妻之間

的關係 

五、聖靈藉著負擔（Burdens）來提醒我們免

去危險 

六、唱靈歌能夠舒展你的重擔，使你得著安息 

七、聖靈的恩膏常顯在軟弱人的身上 

 

 

背誦：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

（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

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 1:12) 

默想： 

1.你對聖靈的認識有多少呢? 

2.你領受過禱告的負擔嗎? 

2 Thessalonians 1:10 
On the day He comes to be glorified in His holy people and 
to be marveled at among all those who have believed.  
The day of the return of our Lord Jesus is a day of wonder 
and glory! There will be a loud trumpet blast and the earth-
shaking announcement of an archangel. There will be a 
flash of lightning across the sky in the witness of all seeing 
eyes. There will a procession of heavenly hosts leading the 
way of the returning King of kings. There will be the 
radiance of the glory of His countenance casting out all 
darkness. 
Together with the transfigured saints rising up into the air 
to welcome Him, there will be multitudes of the saints of 
old in their imperishable bodies following Him with 
worship and praises. 
The glory of the One they love more than their own lives is 
too brilliant to gaze upon, and yet too marvelous to turn 
their eyes away from 
The new songs leaping from their tongues are richer than 
the sounds of a full orchestra, and yet they all sound in such 
harmony as if they were singing in unison! “Worthy is the 
Lamb” is their theme! They sing of no other name but the 
name of Jesus! 
The universe does display God’s splendor and majesty, but 
nothing delights the heart of our Savior-King more than the 
praises of the saints He redeemed by the cross of Calvary! 
O my soul, how shall I praise Him!     《楊弟兄分享》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

信的人身上顯為稀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

你們也信了。』《帖撒羅尼迦後書 1:10節》 

我們主耶穌再來的那天是奇妙又榮耀的日子！將會有號筒

的大聲和天使長的呼聲。所有的人將看見，一道閃電劃過

天際。將有天上的隊伍遊行，引進再來的萬王之王。祂榮

耀的光輝將驅散一切黑暗。 

被提的聖徒在空中與主相遇，將有許多復活的聖徒在他們

不朽壞屬靈的身體中，邊敬拜邊讚美的跟隨祂。 

他們熱愛那獨一的主勝過愛自己，因祂的榮耀實在是太輝

煌了，以致無法凝視，卻又因太奇妙而不想轉目他視。 

他們口裡唱出的新歌將比整個管弦樂隊的演奏還要動人，

但他們和諧的音調卻又像在齊聲歌唱！“神羔羊配得”是

他們唱的主題！他們稱頌的唯有耶穌的名！ 

全宇宙確實彰顯出神的榮光與大能，但最使我們救主的心

得著滿足的乃是祂在各各他十架上所贖回聖徒的讚美！ 

我的靈啊，我該如何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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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靈恩膏裡進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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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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