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親的呼召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

卻是不多。』                (林前 4:15) 

我們的父親節日期和其他的國家不同，世

界多半國家的父親節是在 6月，而我們的父

親節是 8 月 8日。 

聖經上保羅說，你們作師父的雖有一萬，

為父的卻是不多。保羅特別說出作父親的重

要。因為師傅的目的不過就是教導學生如何

學習，而父親必須要將兒女教導成人，成為

可以繼承產業的人，師傅是傳業，而父親是

傳遞自己的產業給兒女，並且盼望兒女能繼

承自己的經驗，及成為一個有用之才，這的

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作父親的因有愛，所

以可以付出一切代價，讓兒女得到兒子的名

份，就是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所以教會中，作父親的人越多，也越能夠

使教會成長成熟，並且得地為業。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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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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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每天讀十五章聖經! 

歡迎掃描加入 715讀經列車 LINE群組。 

◎ 隨著疫情趨緩，防疫警戒降級，7/27-8/9

降為第二級，本教會所有活動配合政府防

疫措施，也會跟著政策改變而調整。 

1.教會從 8/1起主日崇拜、禱告會採行「實

體」、「線上」同步聚會，因室內聚會限制

50人以下，若想參加主日實體聚會，請向

小組長或辦公室預約登記。兒童主日學仍為

「線上聚會」，歡迎大家連線參與。 

2.請繼續為更大的解封禱告！可以實體的傳福

音，帶領更多人來到教會，親自享受到神家

的溫暖和愛！ 

3.但願我們每一位成員們都能成為一個迫切的

代求者，向我們的主耶穌，一起來替你我的

朋友代求，而且是放膽的直求！「求祢醫

治、拯救我們的朋友！」  

4.教會 Line @已轉移到 Line 社群，除了平常

的晨更衣分鐘及衣伍衣拾充實大家，我們還

會不定時提供最新的教會資訊，歡迎邀請親

友更多認識我們。https://bit.ly/2TBH14U  

5.奉獻:「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
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
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拉基書 3:10) 

讓我們一起以奉獻敬拜神，領受上帝豐盛的
恩典與祝福！ 

…………………………………………………… 
請掃 Qr code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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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讀經列車-3 
9/1要開了喔! 

列車長：簡進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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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作個勇敢的人-信心 
講員 衣立凡弟兄 

經文 來 10:35、3:6、11:1-5,35；林前 13:13 

一、為何不要丟棄勇敢的心 

1. 勇氣是最重要的美德 

因為我們會失敗-能不能重新起來？ 

2. 勇氣是我能不能堅持到底 

3. 勇敢的心要在生活中培養，變成習慣 

二、信心的意義和開始 

1. 信心是從盼望開始的：更美的復活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人沒有盼望不需要信心 

2. 信心將未見的事連結在一起： 

互相影響-看不見的影響看得見的； 

看得見的禱告，地上捆綁、天上捆綁 

我們活在兩個世界之間：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 

3. 信心必須相信神的創造 

三、有信心的教會必有行動力 

1. 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 

2. 神家有信心的特點有行動力 

3. 都是信心愛心盼望的見證人 

背誦：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

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

的人。』                       (來 11:6) 

默想： 

1. 我的行動力會不會很容易被人影響？ 

2. 我有持續力嗎？ 

Hebrews 11:1 

Now faith is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Rather than taking this verse as the definition of faith, one might think 

of it as the practical working out of faith ... especially the saving faith of 

Christians. 

  Saving faith is a gift of God's grace. It is the Holy Spirit who generates 

in us the faith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by believing in the gospel truth and 

receiving Jesus Christ as personal Savior and Lord. The Holy Spirit 

quickens our dormant spirits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Word of God. 

When being dead in sins and transgressions, no one is able to raise 

himself from the dead. As natural men in our fallen state, we need the 

Holy Spirit to do the quickening work in us. 

  Once we have this faith in us, a new realm of spiritual reality starts to 

open to us. We begin to see the unseen and realize that the spiritual reality 

is more real than the physical reality because the physical is temporal and 

the spiritual is eternal. And in that unseen spiritual realm, God's Word is 

unchanging and His promises are certain to come to pass! In this body of 

flesh, we live within the confinements of time and space. But in the realm 

of faith, we transcend these confinements.  (Eph 1:13-14) 

  Thank You, Lord, for the gift of faith and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楊家書弟兄分享》 

《希伯來書 11章，1節》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與其把這節經文看作信心的定義，不如把它看為信心的實

際工作……尤其是基督徒得救的信心。 

  得救的信心是神恩典的禮物。相信福音真理並接受耶穌基

督作為個人的救主，是聖靈將信心放在我們裡面進而得著救

恩。聖靈用神話語的力量甦醒我們沉睡的靈。當死在罪惡和

過犯中，沒人能從死裡復活。當天然人處於墮落狀態，就需

要聖靈在我們裡面做復活的工作。 

  一旦我們有了這種信心，一種新的屬靈領域會向我們開啟

。我們開始看到看不見的事物，並意識到屬靈現實比物質現

實還要更真實，因為物質是暫時的，而屬靈的是永恆的。在

那個看不見的屬靈領域，神的話語永不改變，祂的應許必會

實現！在這個肉體裡，我們活在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中。但在

這信心的領域中，我們超越了這些限制。  （弗 1:13-14） 

  主啊，謝謝祢賜給我們信心的恩典和聖靈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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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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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1:10 敬拜讚美 11:10~11:55 作個勇敢的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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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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