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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的誕生
『國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
(賽 66:8)

以賽亞書的時代，這是神向以色列所發的
問題，只有神的大能才會發生的事，因為是
神在作奇妙的事，這不是地上的國度，是屬
靈的國度。但是在約 110 年前的十月十日，
在十次革命後，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產生出
來，這對我們今天來看到底有什麼屬靈的意
義呢？
地上任何事件發生，若是沒有神的許可，
永遠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我們要了解大到
一個國家，小到我們個人，都是要相信神是
管理萬有的神，人看不可能的事，在神豈有
難成的事呢？110 年前，因有無數的革命先
賢烈士，他們心中有一個期盼，肯付出代價
，才建立了中華民國。
今天在世上，有神的話語和應許，使我們
願意相信，也要花許多的代價，來建立一個
屬天的國度。這個國度和以色列之間有密切
關係，地上的以色列國，在人看也是是完全
不可能產生的，但是在神豈有難成的呢？讓
我們一起來為神的國，齊心努力傳福音，建
立教會，讓主的國度早日來臨。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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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請弟兄姊妹仍要做好防疫措施，
本教會所有活動配合防疫政策修改而調整。
1.《受浸聚會》
日期：10/24 (主日)早上 9:00
若有決志的弟兄姊妹請填受浸單，由辦公
室安排受浸談話。
2.《全備的救恩-羅馬書研經》開始報名囉！
講員：許文聰弟兄
時間：10/14-12/30 (四)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需要學習上線操作方式者，請洽辦公室）
報名：http://line.me/ti/g/QUrJY6lvnd
3.《倪柝聲屬靈書報追求》開始報名囉！
導讀：沈立德弟兄、何保羅弟兄
時間：10/17-11/7 (日)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需要學習上線操作方式者，請洽辦公室）
報名：http://line.me/ti/g/jbHeC1z5jz

《羅馬書課程》

《書報追求》

4.社團法人中華瑞安全人關懷協會
第三屆第四次會員大會開會公告
時間：110 年 10 月 24 日(主日)下午 12:10
地點：北市八德路二段 203 號 B2 教會主堂
主持人：沈立德
出席者：全體會員
聯絡人及電話：劉秋香（02）87720321
請會員至櫃台繳交常年會費$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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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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信息內容
衣立凡弟兄
1:30-31
經文 林後 10:3-5、11:2-3；林前
擘餅聚會
10:15~10:35
10:35~11:10
敬拜讚美
11:10~11:55
路得 vs 耶洗別
Hebrews 12:1
《楊家書弟兄分享》
一、我們兩方面的身分紀念主
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uch a great cloud
1.基督的精兵：得到產業
of witnesses, let us throw off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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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 that so easily entangles. And let us run with
2.羔羊的新婦：得到基督
perseverance the race marked out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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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roes of faith are called cloud of witnesses beca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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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我們的所是
their教會電話：(02)87720321
heavenly qualities. Clouds gather
especially before and
during the storm. It's in the stormy seasons of life that we need
1.神賜與最大的祝福：神的兒女「得權柄」
to look upwards and see these witnesses of faith an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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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inded
that we
are in good companies!
2.神對我們最大呼召：神的兒子「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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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s are beautiful and even glorious when the beams of
sunlight are reflected off them. When we withstand the storms
三、認識我們所得的恩惠
of life, the light of Jesus can be seen even more beautifully and
gloriously on us as on the saints of old!
1.信入基督裡：所有基督的豐富都是我們的
The earth feels closer to us than heaven. The earth is solid
2.我們的地位：神使基督成為我們的
and we can plant our feet on it, but the heaven is far beyond
our immediate hold and we tend to lose sight of it often in our
智慧：是如何的運用神所賜予的恩賜
day to day hustle and bustles.
公義：對人沒有虧欠
And yet, though our feet are on the ground, our race is a
heavenly
one! The One who calls us is in heaven. The home
聖潔：對神完全的心
we're called to is there too. In spite of the hindrances before
救贖：對自己得產業
us, and the tyranny of sin within us, we must press on in this
heavenly course that has been charted out for us by God.
Jesus has defeated the one who holds the power of sin on
四、神的法則：是活出來，不是作出來
the cross! The Holy Spirit has come to be the Guide and
1.是生命的表現
Strength within us! By God's grace, we shall persevere until
the day we see Jesus face to face ... and join the ranks of those
2.是生命的見證
heroes of faith in glory!
《希伯來書 12 章，1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背誦：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
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
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林前 1:30)
信心英雄們因著屬天的特質，被稱為雲彩般的見證人。
雲彩匯集，特別是在風暴來襲前和暴風雨之中。正處在人
默想：
生風暴季節中的我們，需要仰望這些信心見證，並提醒自
己，我們並不孤單！
1.智慧在我們生活中有無應用心得？
當陽光穿透雲層射下來時，雲彩是絢麗的、甚至是輝煌
2.神的兒女和神的兒子中間的差異？
的。當我們歷經風暴時，耶穌的光就能更榮美的從我們照
出來，如同歷代聖徒！比起天國，世界似乎近些。我們的
腳踩在堅實的土地上，天堂好像遠在天邊，在生活中我們
常會忽視它。
然而，我們雖然腳踏在地上，卻是屬天的族類！呼召我
們的是天上的那一位。我們被呼召要回到天上的家。儘管
前方有攔阻，罪惡環伺周圍，我們卻必須繼續奔走天路。
耶穌已藉著十架，敗壞掌死權的魔鬼！聖靈也已成為我們
裡面的引導和力量！靠著神的恩典，我們會堅持下去，直
到見主面的那一天……並加入那榮耀的信心英雄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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