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PG 禱告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

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太 18:19)  

RPG「Revival Prayer Group」是在小組

聚會的一個簡易禱告法，其意義不是長時

間的禱告（那是我們有長時間時、個人或

是在禱告聚會時的禱告），而 RPG 是精

簡的、有力的、短時間的禱告，是由小組

組員約定合適的時間，實體或是線上的禱

告，使小組成員們都能被提醒禱告的重

要，及在百忙之中，還是要不停止的禱

告。 

這個精練的禱告就是求主復興祂的教

會，而 RPG 更是幸福小組能力的來源，也

是一個重要的力量和推手，使小組成員們

不斷的同心向天父求賜下救恩，讓祂兒子

的福音被傳揚，神賜下祂的兒子就是為要

拯救萬人，讓我們一起禱告推動那一雙釘

痕的手、將靈魂從滅亡的路中拯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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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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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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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受浸聚會》 地點：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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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以色列專款奉獻》 

樂意奉獻神所喜愛，請個人順著聖靈感動自由
奉獻，彙整後將轉交給以色列的教會。請在奉
獻袋寫上「為以色列奉獻」(櫃台已準備) 

7.《歲末數算恩典-年終感恩見證》 地點：主堂 

歡迎見證分享，每人 3-5 分鐘，分享的見證
我們將刊登季刊。2021 年受洗及第一次見證
分享者為優先，其次近兩年受洗者。若見證
豐富 5 分鐘無法講完，建議可以錄音或寫稿
子交給教會，將由專人彙整投稿季刊。 

(請跟小組長報名或洽櫃台登記) 

•日期：12/26 (日) 10:15-12:00 

8.《2022瑞安冬令營》 

•招生對象：國小 1~6 年級      

•時間：111/1/24(一)-1/28(五)，共 5 天 

•名額：36 名。110 年 12 月 25 日報名截止 

詳細課程內容請掃 Qr code，或洽櫃台。 

9.《季刊徵稿》(12/13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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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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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神智慧的道路 
講員 衣立凡弟兄 

經文 賽 55:8-11；詩 65:9-13 

一、神的道路「Ways」意念「Thoughts」 

1.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2.神的道路遠高於我們的路 

人需要信心，明白神的路。黑暗中跟隨主 

 

二、神的路是一條圓環的路 

1.雨水從天而降：進入地土中 

2.神的河滿了水：讓硬土變軟 

聖靈在環境中的工作 

 

三、神的靈、神的話、神的手：環境 

1.地成為好土：改變人心 

2.人成為工人：為主付出 

3.地上的豐富：羊群為衣 

 

四、回去的水：內容有了改變 

1.雨水加上人的汗水、淚水、血水 

2.回到天上的帶著神的榮耀生命 

3.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背誦：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
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 55:8-9)  

 

默想： 

1.在我過去的經歷中，是否有神的意念高過我
意念的時候？ 

2.對於我、我的家人、我的國家未來，我有信
心來相信神嗎？ 

James 1:16-17              《楊家書弟兄分享》 

“ Don’t be deceived,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the heavenly lights, who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 

  In a world that is full of evil and corruption, trials 
and hardships, there is only one source of goodness. 
And that source is God Himself! 

  To seek true goodness outside of God is seeking 
after illusion. Satan is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and 
there is no light in his kingdom of darkness. 

  But God is light. And in that unchanging light, there 
is no evil but all the abundance of unchanging 
goodness. 

  Out of His goodness, God gave us the best of all gifts 
--- His beloved Son Jesus. In Christ, all God's promises 
are Yes and Amen. 

  Let us not be seduced by the false goodness of 
Satan's deception. Let our hearts be delighted with 
Christ who is the All in all for us!  

 

《雅各書 1 章，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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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充滿邪惡和敗壞、試煉和磨難的世界裡，
只有一個美善的來源。那源頭就是神自己！ 

  在神以外尋求真正的良善，是在追逐幻影。撒旦
是這個世界的王，在牠的黑暗國度裡沒有光。 

  然而，神是光。在那不變的光中，沒有邪惡，只
有大量、永不改變的美善。 

  出於神的善良，祂給了我們最好的禮物——祂的
愛子耶穌。在基督裡，神所有的應許都是是的，阿
們。 

  我們別被撒旦的偽善所迷惑。我們的心因基督而
喜樂，祂是我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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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智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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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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