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子與屬靈產業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

和基督同作後嗣。』           (羅 8:17) 

聖靈是我們得產業的憑據，從此開始了我

們一生的意義和價值，我們的生活不再是得

過且過的活著，而是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得到產業，特別是在苦難中，更是我們的機

會，讓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中，可以經歷不同

的情況。 

聖經說-我們多受患難，靠基督多得安慰

，這安慰能使我們安慰遭受各樣患難的人，

這些的經歷都是我們的產業，使我們的生活

及生命有了意義和價值，但願我們都寶貝這

些經歷，在我們來說是沒有順境或逆境，因

為每一個的環境都是我們得到產業的機會。 

為什麼稱為屬靈的產業，乃是因爲我們屬

地的產業是會過去的，惟有屬靈的產業是永

遠長存的，這樣屬靈的產業，就是讓我們能

夠像基督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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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警戒降級，8/10-8/23保持為第二級，
本教會所有活動配合防疫政策修改而調整。 

1.教會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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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陸續已有小組實體聚會，歡迎各小組多多相
約在教會聚會喔! 

3.《數學班招生》教會聘教學經驗豐富，認真
有愛心的老師指導，採小班制上課。家裡的
小孩或周圍有需要幫助的孩子，歡迎報名，
名額有限，請把握機會 8/22 前報名。 
(或洽教會辦公室) 

年級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升小六 每週六 14:00-16:00 110/8/28 

升國七 每週四 18:30-20:30 110/9/2 

升國九 每週四 18:30-20:30 110/9/2 

3.要渴慕成為一個為主的福音作見證的人，因
為約翰一章說「神需要見證人，眾人因見證
人的話而相信」，願人人都為主作見證！ 

4.凡事都要操練，操練禱告，操練敬虔，也要
操練話語的發表。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更多認識祂更多經歷祂，以至我們的見證是
能夠感動人的，能引領人來到主耶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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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新網站》    《教會 Line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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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讀經列車-3 
9/1要開了喔! 

列車長：簡進盛弟兄 

https://www.ca-taipei.org/
https://bit.ly/2TBH14U


 

 
 

主 題 作個勇敢的人-愛心 
講員 衣立凡弟兄 

經文 來 10:35；林前 13:13；來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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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心-與愛心 

1. 門徒的見證：彼此相愛、像主愛我們一樣 

2. 門徒的難處：相愛容易、相處難 

3. 需要認識愛(有四種)： 

肉體的情慾望：eros 

親情友情愛情： 

兩種不同字根-但都有相同的意義 

從神而來的愛：agape 

三、神對我們的愛：培養勇敢的心 

1. 愛會讓人受傷：愛必須要捨己 

2. 愛要學習成長： 

愛學習忍耐-心、話語、行動 

3. 學習不放棄愛： 

有信、有望、有愛；最大的是愛 

背誦：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

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

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林前 13:4-8) 

默想： 

1. 最近一次向人認錯是多久以前？  

2. 對人話語上傷害了人會有感覺嗎？ 

《Hebrews 11:6》 

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because 

anyone who comes to Him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earnestly seek Him. 

Enoch was taken by God from this life without seeing 

death because he walked with God for 300 years and God 

was pleased with him (v.5) 

To Enoch, the existence of God was not only an 

intellectual knowledge, but also an experiential reality. 

Enoch did not walk with a firmly held idea. He walked with 

God who had real interaction with him in his daily life. 

The way God rewards His believing pursuers is by 

allowing them to come into His presence. And it is in the 

communion in His presence that we get to know Him more, 

and therefore love Him more. And in His presence we are 

transformed into more of His likeness, and more willing to 

fully surrender to His will. 

Today, we by faith are in His beloved Son Christ Jesus. 

The new and living way through Jesus into the presence of 

God is already open for us. Let us then come to the Father 

with full confidence as beloved in His Son and to receive 

more of Him as our reward! 

《楊家書弟兄分享》 

《希伯來書 11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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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因他與神同行 300
年，神喜悅他（第 5節）。 
對以諾來說，神的存在不只是知識上的認識，更是一

種實際經驗。以諾並沒有只在自己的想像中與神同行，
他在日常生活中與神有真實的互動。 
神賞賜那尋求者的方式是允許他們來到祂面前。正是

在祂的同在中，我們才能更多認識祂，進而更愛祂。在
祂的同在中，將會更改變像祂，更願意完全順服祂的旨
意。 
今天，我們因信在祂的愛子基督耶穌裡。藉著耶穌這

條又新又活的路，我們能夠來到神的面前。讓我們滿懷
信心地來到天父面前，像祂兒子般的被愛，並接受更多
祂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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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主 

10:35~11:10 敬拜讚美 11:10~11:55 作個勇敢的人-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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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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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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得 vs耶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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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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