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的奉差和榮耀神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

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啟 5:6)  

寶座前的七靈，就是神豐滿和能力的

靈，將要奉差遣往普天下走，羔羊復活升

天，領受了無限豐富及能力的靈。聖經上

說，神賜聖靈給祂的兒子是沒有限量的，

當羔羊升天受聖靈被立為主、為基督之

後，被殺的羔羊就將聖靈在「五旬節」的

時候澆灌了下來，這聖靈是我們得產業的

憑據，也是我們得到一切能力的靈，這聖

靈更是宣教的靈，打發往普天下去，見證

主耶穌復活升天。 

聖靈的充滿，帶給我們宣教的異象，也

賜給我們能力行神蹟奇事，為了見證主耶

穌的復活。今天，我們領受聖靈，不僅讓

我們感覺到喜樂，更是要給我們能力為主

作復活的見證。特別在這聖誕節期間，更

要多傳福音、贏得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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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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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屬靈書報追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線上分享 

這是倪柝聲弟兄 1938 及 1939 年在英倫及歐陸數
地講道記錄，後由英國金彌爾弟兄（Bro. Angus 

I. Kinnear）整理成書，原是英文，在世界各地譯

成語言已達二十餘種。 

•導讀｜沈立德弟兄、何保羅弟兄 

•時間｜111.1.9–3.27 (每週日) 20:00–21:00 

•報名｜http://line.me/ti/g/jbHeC1z5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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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感恩見證》 

今天是數算恩典的日子，歡迎有感動的
弟兄姊妹向區牧報名，以感謝獻上為
祭，一同分享榮耀見證！(每人 5 分鐘) 

http://line.me/ti/g/jbHeC1z5jz


 
 

主 題 感恩見證 
講員 弟兄姊妹 

經文  

《1 Peter 1:6-7》           《楊家書弟兄分享》 

“In all this you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little while you may have had to suffer grief in all 

kinds of trials. These have come so that the 

proven genuineness of your faith—of greater 

worth than gold, which perishes even though 

refined by fire—may result in praise, glory and 

honor when Jesus Christ is revealed.” 

It's in the hope of the sure inheritance in Christ that we 

rejoice ... although before that glorious day of the 

appearing of the Lord we are to face trials and hardship 

of many kinds. 

We have not come to suffer these trials in vain as if 

God has no power to deliver us from them. No. Instead, 

God allows these trials to come to us for a greater good 

far exceeds the evil intents of our enemies. 

These trials are used by God to authenticate our faith. 

Yes, our faith needs authentication because an untested 

faith always carries a shadow of doubt in it. 

In a sense, these trials do test our faith. And through 

these tests we grow ... either through failure or through 

victory. In failure, we are driven to God for forgiveness 

and for strengthening. In victory, we praise and glorify 

God and are encouraged to press forward. 

As long as we fix our eyes on the Lord Jesus, nothing 

can defeat God's purpose for us. Nothing and no one 

can take away our joy of the hope of that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Christ. 

《彼得前書 1章，6-7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

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

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

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我們歡喜快樂是盼望在基督裡得基業……即使在

主顯現的榮耀之日前，我們要面對各種的試煉和艱

難。 

  我們並沒有白白受苦，彷彿神沒有能力將我們從

這些考驗拯救出來一樣。不。相反地，神允許這些

考驗臨到我們，是為了更大的益處，遠超過我們仇

敵的邪惡意圖。 

  神使用這些試煉來驗證我們的信心。是的，我們

的信心需要驗證，因為未經考驗的信心總有疑惑的

影子。 

  就某種意義來說，這些試煉確實考驗我們的信

心。經過這些考驗，我們將會成長……無論失敗或

成功。在失敗中，我們被迫向神尋求寬恕和力量。

在勝利中，我們讚美和榮耀神，並被鼓勵繼續向

前。 

  只要定睛在主耶穌身上，就沒什麼能阻擋神對我

們的旨意。沒有任何人事物，能奪走我們對基督裡

那榮耀基業的盼望所帶來的喜樂。 

  太陽從東方升起，主耶穌總有一天會再來，我們

會在充滿榮耀的新天新地遇見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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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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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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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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35 
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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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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