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新年的宣告 

今天是 2022 新年的第二天，記得前年年

初「新冠肺炎」開始影響全球，許多人生

活因此都有了改變，許多人都認為這病的

蔓延，到去年冬季會消失，但是眼見又轉

變成了 Delta 病毒，最新轉變 Omicron 病

毒，到底何時才能脫離這個病毒的影響？

尚未確定也難預測。 

對我們而言，2022 年將是教會進入一個

新的開始，去年幾次福音傳講與聖誕晚會

後，今年正是教會擴展的一年，無論是幸

福小組的推展，或是 RPG 禱告的進行，盼

望教會每一個人都動起來。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

充滿的，所以，都要動起來，成為一個長

大、成熟並能完成神心意的教會。我們要

宣告-教會今年要更新、要成長，讓人一進

教會就有家的氛圍，充滿愛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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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初階班》 地點：教室 C 

•時間｜1/8 起，每週六 13:00–14: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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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台灣世界展望會-紅包傳愛》 

透過紅包分別投入國內弱勢兒童教育、營養、急

難舒困，與弱勢家庭暨青少年培力發展，實踐對

每個弱勢孩童的「全面性關懷」，讓他們有機會

擺脫資源不平等、貧窮等困境。請個人順著聖
靈感動自由奉獻(使用展望會紅包傳愛奉獻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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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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更豐盛的生命 
講員 衣立凡弟兄 

經文 約 10:7-10；徒 9:17-20,28 

一、清楚的得救 

1. 從羊的門進入-得救 

2. 跟隨著牧羊人-得糧 

二、聖靈的充滿 

1. 認識耶穌是主 

2. 要被聖靈充滿 

三、事奉的開始 

1. 傳講福音：耶穌是神的兒子 

2. 彼此分享：和門徒出入往來 

四、更豐盛的生命 

1. 愛心及捨己 

2. 福音及能力 

3. 聖靈的大能 

背誦： 

『我來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並且得

的更豐盛。』                 (約 10:10)  

默想： 

1.如何在事奉中得到更豐盛的生命？ 

2.如何學習愛弟兄及傳福音？ 

1 Peter 1:14                      《楊家書弟兄分享》 

“As obedient children, do not conform to the evil desires 

you had when you lived in ignorance.” 

As children, we're supposed to be obedient to our parents, 

instead of indulging in our self-will. As children of God, our 

obedience is to our God, instead of to our fallen nature which is 

rebellious to God. 

Before we were born again in the Holy Spirit, we were called 

sons of disobedience. (Eph 2:2) Now that we have been 

adopted into the family of God, we are no longer aliens and 

enemies but dear beloved children of God. 

Our old nature that is against God has been crucified on the 

cross with Jesus. As we have been united with Christ in His 

death, we also have been united with Him in His life ... so that 

we can live in the newness of life by the power of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Rom 6:3-4) 

This is the gospel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set us free ... free 

from the power of sin and from the tyranny of the evil desires 

of the flesh which used to govern our lives! We now have the 

freedom and power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 to choose to 

walk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and not to continue being enslaved 

by the evil desires of the flesh! 

The truth has been made clear to us by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of Jesus. We can no longer use ignorance as an excuse. 

Lord, help me be always obedient to You, and not to the evil 

desires of my flesh! 

《彼得前書 1章，14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你們既做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

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作為孩子，我們應該服從父母，而不是執迷於自我意

志。作為神的兒女，我們是順服神，而不是隨著墮落本

性去悖逆神。 

我們在聖靈裡重生以前，被稱為悖逆之子。（以弗所

書 2:2）我們既已被收養進入神的家，就不再是外人和

仇敵，而是神寶愛的兒女。 

我們反抗神的老我已和耶穌同釘十架。在基督的死上

與祂聯合，也在祂的復活上與祂聯合……如此就能靠內

住聖靈的能力活出新生命。（羅馬書 6:3-4） 

這是福音真理，真理使我們得自由……擺脫罪的權

勢，脫離曾轄制我們的邪情私慾！我們現在有自由和能

力做出正確的選擇……選擇與聖靈同行，而不是繼續被

肉體的邪情私慾所奴役！ 

耶穌十字架的信息已向我們顯明真理。不能再以無知

為藉口。主啊，求祢幫助我永遠順服祢，而不是順服我

肉體的邪情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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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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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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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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