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 

『基甸對他的長子益帖說：「你起來殺他

們。」但益帖因為是童子，害怕，不敢抜刀』 

（士 8:20） 

基甸是一位大能的勇士，但他的長子益
帖，因為還是童子，害怕，不敢抜刀殺死
敵人，這個不能怪任何人，連敵人也告訴
基甸一句話：「你自己起來殺我們吧！因
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益帖還是童
子，所以還不夠有膽量去殺死敵人，但是
基甸也是為了培養自己兒子的信心，要求
童子開始做一件他從沒有做過的事，雖然
沒有達到目標，但是也讓童子看見父親是
如何，起來用刀殺死了兩個王，也是以色
列的仇敵。 

人的膽量是需要被訓練出來的，這是從
親眼看見父親的膽量，因而開始培養自己
的膽量，雖然仇敵在譏笑益帖，但是我們
卻不可以灰心，膽量絕對是可以被訓練出
來的，但願我們的膽量都在爭戰中，被建
造成為耶和華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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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音(三)-路加福音》 

•講員｜俞麗珊 牧師 

•時間｜5/25–7/20 (每週三) 

晚上 8:00–9:00 

•報名｜http://line.me/ti/g/22Che9oI6h 

4.《屬靈書報追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導讀｜沈立德弟兄、何保羅弟兄 

•時間｜6/5–9/25 (每週日)  

晚上 8:00–9:00 

•報名｜http://line.me/ti/g/jbHeC1z5jz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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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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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復活裡 

講員 郭建興弟兄 
經文 

西 1:14、2:9~13、3:1~11；約 11:25、14:16~23；加 2:20； 

林前 15:21~22；羅 8:1~2；林後 4:7~11 

一、復活的發軔 

1.我們與善(惡)的距離 

2.此活非彼活 

3.你在哪裡 

4.神隊友同復活 

二、復活的宣告 

1.瓦器的寶貝 

2.顯大的基督 

3.得勝的確據 

4.五同的應許 

三、復活的彰顯 

1.完全的醫治 

2.平安的安息 

3.豐盛的生命 

四、復活的傳揚 

1.事奉的能力 

2.福音的權柄 

3.永居的盼望 

五、復活的回響 

1.過去的認識 

2.現在的回應 

3.未來的響應 

4.希望就在我裡面 

背誦：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
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
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西 3:1~2)   

默想： 

•我們對於「活在復活裡」的回響？ 

Hebrews 12:1             《楊家書弟兄分享》 

“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uch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let us throw off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and the sin that so easily entangles. And let 

us run with perseverance the race marked out for 

us, the heroes of faith are called cloud of witnesses 

because of their heavenly qualities. “ 

 

《希伯來書 12 章，1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信心英雄們因著屬天的特質，被稱為雲彩般的見
證人。 

雲彩匯集，特別是在風暴來襲前和暴風雨之中。
正處在人生風暴季節中的我們，需要仰望這些信心
見證，並提醒自己，我們並不孤單！ 

當陽光穿透雲層射下來時，雲彩是絢麗的、甚至
是輝煌的。當我們歷經風暴時，耶穌的光就能更榮
美的從我們照出來，如同歷代聖徒！ 

比起天國，世界似乎近些。我們的腳踩在堅實的
土地上，天堂好像遠在天邊，在生活中我們常會忽

視它。 

  然而，我們雖然腳踏在地上，卻是屬天的族類！
呼召我們的是天上的那一位。我們被呼召要回到天
上的家。 

儘管前方有攔阻，罪惡環伺周圍，我們卻必須繼
續奔走天路。耶穌已藉著十架，敗壞掌死權的魔
鬼！聖靈也已成為我們裡面的引導和力量！靠著神
的恩典，我們會堅持下去，直到見主面的那一
天……並加入那榮耀的信心英雄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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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復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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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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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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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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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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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mdhZHzLHj72Kr8VDiQ1kaQ
https://www.ca-taipei.org/
https://m.facebook.com/c.a.Taip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