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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與夢想

神不是尋找一個完全的人，神乃是尋找
一個有信心和夢想的人，我曾經參加汝矣島
訪韓聖會數次，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趙
鏞基牧師他動人心靈的道和他的見證，在這
麼大的教會中，看見事情都安排的井井有條
，並且七餐的禁食禱告，帶下極大的恩惠，
整個晚上在禱告洞中大聲地禱告，使人心振
奮，趙牧師給人最大的幫助就是人要有夢想
，而且藉著禱告、禁食、使夢想得以成就，
我簡單寫一下當時聽到的筆記作為紀念。
極其美好的神
1.趙牧師說他開始最大改變信息是從約翰三
書 2 節中所得的信息，願你們凡事興盛
，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2.發現神拯救人靈魂的需要，也照顧人生活
需要，所以神是美好的神。這個認識帶
我走一生的路。為何神是美好？因為祂
永遠愛我們。
3.十架上美好的神：十架得到贖罪，賜下永
遠的公義。在十架上將神的愛顯明了，
使我們享受果效有
A.釋放--寶血使我們得到自由。
B.得勝--勝過魔鬼撒但的權勢。
4.痛苦中美好的神：有時痛苦我們無法逃避
，但是可以有神的同在。因為祂永不離
開我，所以祂是美好的神。
5.每天與神同行，因神是美好的神，神是使
人有盼望的神，不要看環境，要每一天
都仰望神，心中常存盼望，想聖經中的
人物。神有能力把不好的事變成好事，
要以正面的態度、積極的心，來面對一
切苦難，如約瑟末了的話「因為神的意
思原是好的」。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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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請弟兄姊妹仍要做好防疫措施，
並鼓勵親朋好友一同來參加實體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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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朋友或想更了解聖經福音真理的弟兄
姊妹參加。
➢時間：主日 11:00~12:00
➢地點：教室 C
3.《收刀入鞘--呂代豪牧師主日信息》
趕快邀約福音朋友預留時間來聽聽他的見證！
➢時間：12/12(日) 主日 10:15-12:00
呂代豪牧師從無惡不做，使用刀槍叫人屈服腳下
的地獄殺手，變成拿著《聖經》，在世界各地循
循善誘指引人進天堂的牧師，他開拓了多間教
會、建立神學院，幫助無數黑幫份子回頭及中輟
生走入正軌，每年帶領許多的人信耶穌；從靠著
不當手段日進斗金，到順服神旨意積攢天上的財
寶，他的生命自重生得救那一刻起，全然翻轉！

4.《英語團契 Christian Assembly English》
Welcome to join CAE！
歡迎外籍朋友及喜愛學習英文者一起參加
➢時間：每週主日 Every Sunday p.m.1:00~2:00
➢地點：副堂
5.為兒主、青少契、社青等實體聚會禱告!
幼幼班&兒主(小學)每主日 10:00
Omega(國高)組 每主日 11:00(小組長:林翰廷)
阿法(大專)組

每主日 13:00(小組長:曹淮安)

 活石(社青)組

每週五 19:00(小組長:蕭大哲)

歡迎邀約家中或親朋好友的孩子們
都來到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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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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立凡弟兄
路得 vs 耶洗別

James 1:5
《楊家書弟兄分享》
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you should ask God, who
1.人的智慧：分別善惡對錯。「創 3 章」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without finding fault, and i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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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given to you.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 _____，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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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knowledge and wisdom.
悅人的____，能使人有智慧。…如神能知
Knowledge
is knowing the information,
while wisdo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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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how to apply the information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道善惡。
And then there are two kinds of wisdom: the ear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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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dom
and the heavenly wisdom. Earthly wisdom helps us
2.智慧來源：是從上面來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9-20】
get【太廿八
around in the
worldly realm. Heavenly wisdom helps us
do
well
in
the
spiritual
realm.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和樣全備的恩賜、
While the earthly wisdom and the heavenly wisdom are
都是從_____來的。」(雅各書 1/17)
different, we do need them both.The problem with most of
us is that we don't distinguish the two, and the latter is often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_____來的」
what we lack.
(雅各書 3/15)
To understand the ways and works of God, especially in
trials and hardships, we need the heavenly wisdom --- the
wisdom from God, the wisdom in the holy Spirit. It is God's
二、神的工作照祂的旨意的智慧
good pleasure to have His people do well in life, so He gives
1、認識神的愛和智慧。
wisdom generously to those who ask.
Our act of asking for wisdom entails our humble
2、認識神的路和智慧。
recognition of our lack of wisdom and our riliance on the
Holy Spirit to teach and guide us. Since God's ways are
三、求主賜下智慧啟示的靈
higher than our ways, and His thoughts are higher than our
thoughts, it'd be unthinkable for us not to ask Him for
1、神的智慧是一個人：神兒子。
wisdom for or lives! And God will never deem us too
2、認識神的道路是十字架。
foolish to grant us wisdom when we ask!

3、終極是要我們等到榮耀。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的智
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
_______的。」(林前 2/7)

背誦：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
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林前 1:30)
默想：
1.神智慧的愛和我們的生活中的體諒。
2.有沒有被神管教的學習經驗？

《雅各書 1 章，5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於眾人也不
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知識和智慧是有區別的。知識是知道信息，而智慧是
知道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應用這些信息。
然後有兩種智慧：地上的智慧和天上的智慧。屬世的
智慧能幫我們在世界享譽亨通。屬天的智慧能幫我們在
屬天領域通達。
雖然地上和天上的智慧不同，但我們確實需要它們兩
個。大多數人的問題是無法區分兩者，而後者往往是我
們所缺乏的。
要明白神的作為，特別是在患難中，我們需要屬天的
智慧——來自神的智慧，聖靈裡的智慧。神樂意讓祂子
民在世上好好生活，所以祂厚賜智慧給那些祈求的人。
我們祈求智慧的行為意味著我們謙卑承認自己缺乏，
並仰賴聖靈來教導和引導我們。既然神的道路高過我們
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過我們的意念，我們無法想像若
不向神求智慧與生命，那將會如何！當我們祈求，神永
遠不會認為我們太愚昧而不賜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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