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兒女的彼此相愛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

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約一 5:1) 

世上沒有真實的愛，因為愛都有條件，

愛自己所愛的，但是愛也最容易受到傷

害，我們常常保護自己，為的是不讓人知

道自己的心，也不隨便去關心別人，因為

常常感覺「好心沒有好報」。這真是一個

讓人受傷的世界，但是主卻說「信耶穌是

基督的人，都是從神生的，凡愛生他之神

的，也必愛從神而生的」。 

愛人，特別是愛鄰舍，愛自己的家人或

弟兄姊妹，真的非常不容易。愛世人最大

的愛，是將福音傳給他們，並且陪伴他們

成長，但是愛弟兄，要為弟兄捨己，因為

越是靠近自己的人，越容易受到傷害，但

是秘訣在於「生命-從神而生的」。 

我們裡面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自己的生

命，一個是神賜給我們的生命，靠著加給

我們力量的主，必能將神的生命活出來，

讓我們活出愛的見證。 

衣弟兄 

 

◎疫情趨緩，請弟兄姊妹仍要做好防疫措施， 

並邀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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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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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每週主日 11:00-12:00 

3.《全教會大掃除》今天一起來整潔大掃除 

•時間：11/28 (日) 12:40-13:40 

•地點：依各小組分配打掃的空間 

4.《收刀入鞘-呂代豪牧師信息》 地點：主堂 

趕快邀約福音朋友預留時間來聽聽他的見證！ 

•時間：12/12 (日) 10:15-12:00 

5.《2021 聖誕音樂饗宴》 地點：主堂 

精彩的聖誕音樂劇，請大家預留時間，並邀約親

朋好友共度佳節！(18:00 備有簡餐) 

•時間：12/24 (五) 19:00-20:30 

6.《屬靈書報追求-權柄與順服》 線上分享 

•導讀：沈立德弟兄、何保羅弟兄 

•時間：11/28-12/19 (每週日) 20:00-21:00 

•報名：http://line.me/ti/g/jbHeC1z5jz 

7.《2022 華宣月曆》數量僅剩不多 

「榮耀歸神書法版」及「榮美之地聖地版」，

本教會弟兄姊妹特惠價 80 元/份，請洽櫃台購買。 

8.《受浸聚會》 

若有決志的弟兄姊妹請填受浸單，由辦公室

安排受浸談話。 

•日期：12/26 (日) 9:00 

9.《季刊徵稿》 

歡迎各小組各事工提供見證稿及活動照片，

稿投秋香姊妹信箱:      

iris45.liu@gmail.com (12/10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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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心被恩感歌頌神 
講員 衣慎行弟兄 

經文 西 3:16；弗 5:18-20；加 5:16 

一、當代音樂 
 
 
 
二、蒙恩得救者的音樂 
 
 
 
三、錯誤的認知 
 
 
 
四、心被恩感歌頌神 
 
 
 
背誦：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
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
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西 3:16)  
 
默想： 
1.外在因素會影響我們敬拜神嗎？ 
2.何謂心靈和真理的敬拜？ 
3.我們能夠歌頌神的原因是什麼？ 

Hebrews 13:15                  《楊家書弟兄分享》 

“Through Jesus, therefore, let us continually offer to 

God a sacrifice of praise—the fruit of lips that openly 

profess His name.” 

  It's one thing to praise God for blessings and prosperity, 
it's completely another to praise God in trials and hardship. 
When praise is a sacrifice, the worshiper is a true follower of 
Christ. 

  To profess the name of Jesus in an anti-Christian culture 

is an act of sacrifice. To trust God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go against one's own interests is an act of sacrifice. To 
choose to follow Jesus in the face of the ridicules of friends 
and family is an act of sacrifice. To let go of the worldly 
goods for the heavenly promises is an act of sacrifice. 

  And in all these sacrificial acts, if our offering of praise to 

God is unceasing, then God is honored and His name is 
exalted! When our words are of praise instead of complaint 
in times of adversities, then our praise would be like the 
pleasing aroma of the offerings on the altar of sacrifice! 

  This sacrifice of praise is not in accordance to our natural 
tendencies. But the Holy Spirit in us will and can lead us 

into this supernatural state of being where it is natural for the 
new man in Christ. 

《希伯來書 13章，15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
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因為祝福和昌盛而讚美神是一回事，在試煉和艱困中
讚美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當讚美成了一種犧牲，敬拜
者就是基督真正的跟隨者。 

在反基督教文化中，承認耶穌的名，是一種犧牲。當
環境與自身利益衝突時，堅持信靠神，是一種犧牲。面
對親友的嘲笑，選擇跟隨耶穌，是一種犧牲。為了屬天
的應許而捨下世上財物，是一種犧牲。 

在這些犧牲中，若我們不斷向神獻上讚美，那神會受
到尊榮，祂的名就被高舉！當我們的言語在逆境中，是
讚美而非抱怨時，我們的讚美就像祭壇上馨香的祭！ 

這種犧牲的讚美，並不符合我們的天性。但在我們裡
面的聖靈，願意也能夠帶我們進入這種超自然狀態，而
這對基督裡的新人而言是相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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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11:05 敬拜讚美 11:05~11:50 心被恩感歌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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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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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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