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甸的學習 

士 8:4『基甸和跟隨他的三百人，到約但河
過渡，雖然疲乏，還是追趕。』             

要成為一個神國的戰士，必須要有決
心，去消滅仇敵，且是完全消滅，否則決
不妥協。在這裡我們都可以看到基甸的決
心，就是雖然疲乏，仍舊追趕。基甸一直
追趕、經過疏割、毘努伊勒、末了到了加
各，基甸由挪巴等地前往殺敗了米甸人的
全軍，因為他們前往，坦然無懼，最後捉
住了二王，驚散了全軍。 

這是我們的榜樣，作事情一定要全力以
赴，全心全力的努力，一直到完全達成目
標。這是我們性格的學習，也是我們作事
及事奉的學習，一定要學習「全力以
赴」，一直、一直……直到完成我們的命
定。 

衣弟兄 
 
 
 
 
 
 
 
 
 

---------------------------------------------------- 

「願平安康泰歸與遠處的人，也歸與近處的
人；並且我要醫治他。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57:19)  

讓我們為台灣的疫情禱告，求主預備充
足的醫療資源，保守中央及地方政府能採
取有效因應措施，及時控制疫情，也讓每
位確診者都能得著醫治。  

  這段時間，讓我們更多的彼此代禱，保
持心靈儆醒與彼此相愛的心。請小組長加
強組員間內部聯絡關懷，弟兄姊妹彼此間
或與 BEST 加強電話、社群媒體的關懷、
代禱、給予鼓勵、安慰。對萬一確診者或
被匡列居家隔離者，主動給予支持與幫
助，若有需要教會協助，請及時通知教會
辦公室。 

~衣弟兄關心你 

 因應疫情發展，政府鼓勵大家下載並使
用「台灣社交距離 APP」；確診者確實
回報「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
請大家共同為維護防疫安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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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歡迎新朋友或想更了解福音真理的人參加。 

•時間｜每週主日 11:00–12:00 

3.《研經系列-路加福音》開始報名囉！ 

•講員｜俞麗珊 牧師 

•時間｜5/25–7/20 (每週三)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報名｜http://line.me/ti/g/22Che9oI6h 

4.《「計算能力」暑期數學加強班》 

•指導老師｜郭玉山老師(中山女高退休數學老師) 

•上課對象｜國二–高三 

•上課時間｜7/7-8/23(每周二、四) 

下午 3:00-5:00 

•開班目的｜加強孩子們的計算能力，上國
高中後能夠有好的解題能力 

•費用｜1000 元 (全勤全額退費) 

5.《Fun Time Together 玩出好品格雙語夏令營》 

•對象｜國小 1~3 年級 20 名；4~6 年級 20 名 

•時間｜(1)第一梯次 7/4(週一)~7/8(週五)， 

8:30~16:30，共 5 天。 

(2)第二梯次 8/1(週一)~8/5(週五)， 

8:30~16:30，共 5 天。 

(二梯次請擇一報名，每梯次安排一天戶外活動) 

•請於 5 月 31 日前掃 Qrcode 線
上報名亦可臨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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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在財務上得自由 
講員 許文聰弟兄 

經文 西 1:19,2:9-10；腓 4:19；約 8:32；林後 9:8-11 

一、財務上的不自由 

1.一般人對錢財效用的誤解 

2.基督徒對錢財觀念的誤解 

二、聖經中的錢財觀念 

1. 財富都是神的，我們是管家 

2. 神喜歡我們凡事富足 

3. 錢財的用途：榮神、益人 

三、進入財務的自由 

1. 要有富足的心態 

2. 得著財務的自由 

3. 成為錢財的好管家 

背誦：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

在基督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 

【西 2:9-10】  

默想： 

•在財務上我還有哪些憂慮？如何將憂慮

交托給神？ 

•如何在錢財上成為神國的好管家呢？ 

James 4:2-3                  《楊家書弟兄分享》 

“You desire but do not have, so you kill. You covet but 
you cannot get what you want, so you quarrel and fight. 
You do not have because you do not ask God. When you 
ask, you do not receive, because you ask with wrong 
motives, that you may spend what you get on your 
pleasures.” 

  Humans' natural desires are never really satisfied. We 

always wants more and it always takes more to quench the 

next craving! 

  So there is this constant rat race and the unending 

struggling with others and with ourselves! The pie is always 

too small and the bank account is never fat enough! And 

someone else is always standing in our way of advancement! 

  One who is self-sufficient feels no need to ask God for 

anything. Besides, there is a sneaky feeling that God may not 

want to grant him his desires anyway! 

  So, one does not ask and he does not receive anything from 

God! And even when he, out of frustration or greed, does ask 

God, God knows better to oblige Himself to such selfish 

carnal requests!  

May the Lord keep us from falling into this deplorable pit! 

《雅各書 4 章，2-3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
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
求。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
在你們的宴樂中。』 

人類的天然慾望，永遠得不到真正的滿足。我們
總想要更多，並渴望抓取更多來填補慾望！ 

因此，這是一場永無休止的競爭，與他人和自己
纏鬥！餅總是太小，銀行帳戶裡的錢永遠不夠！而
別人總是擋在我們的康莊大道上！ 

自給自足的人覺得沒必要向神祈求任何事物。此
外，還有種揮之不去的感覺，總覺得神不會滿足自
己的願望！ 

所以，當他不求，他從神就得不著任何事物！甚
至當他因為挫敗或貪婪而向神祈求時，神更是不讓
自己去滿足這種自私的肉體需求！ 

求主保守我們不要掉進這可悲的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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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財務上得自由 

      

教會奉獻帳號:華南銀行和平分行:121-10-006459-3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瑞安街基督徒聚會 

郵局郵政劃撥奉獻帳戶:50364190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瑞安街基督徒聚會 

教會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03號 B2 教會電話：(02)87720321 傳真：(02)87720319 

 Line社群 154online Youtube 台北基督徒聚會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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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ine.me/ti/g2/dCaQP7IGuJd7ALlx9dh62Q?utm_source=invitation&utm_medium=QR_code&utm_campaign=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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