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得向波阿斯求婚 

『我指著永生神起誓，我必為妳盡親屬的本

份。』 (得 3:13) 

路得的婆婆知道波阿斯是路得至近的親

屬，所以要為路得尋找一個安息之所，在

路得身上只有至近的親屬才有資格，可以

贖回拿俄米先生--亞比米勒的產業，不然

無論在場上打多少的麥子，都不能滿足人

最深的需要--一個安息的家，因此拿俄米

知道惟有波阿斯，這位至近的親屬，有權

利也有義務來贖回她家人的產業，但是需

要路得在場上，等到晚上波阿斯在禾場上

睡覺時，路得要主動的求波阿斯這位至近

的親屬來娶她，這對路得來說是願意付代

價，放下自己請求波阿斯的接納為妻，路

得祈求波阿斯用衣裳遮蓋她，禾場打麥是

指十字架的工作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主的心會被我們感動。所以波阿斯決心要

盡親屬的本份，來娶路得為妻。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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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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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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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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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教室 A 

3.《受浸聚會》 

若有決志的弟兄姊妹請填受浸單，辦公室會
安排受浸談話。 

•時間｜6/26 (日) 早上 9:00 

•地點｜主堂 

4.《2022 青年-夏季大集合》 

歡迎國高中、大專生、社青一起來慶生聚會~
讓年輕世代間彼此認識，連結在神的家中！ 
•時間｜6/26 (日) 10:00–13:00 
•地點｜主堂&大專教室 

•IG｜tca_youthgroup  (歡迎追蹤青年 Instagram， 

裡面將會定期發佈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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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談心之幸福教養七堂課》完全免費 

•課程日期｜詳情請掃 Qr code → 

•課程時間｜13:30-16:30 

•上課地點｜北市八德路二段 203 號 B2 

•洽詢電話｜(02)8772-0321 

7.《週末真好玩 等你來玩！》 

•為了準備材料，必須報名。 

•歡迎 5 歲-12 歲報名，完全免費！ 

•活動時間｜週六下午 1:30-4:30 

8.《兒童主日學》 

自 7 月起開始改為實體和線上並行。 

教 會 消 息 

2022年 

6月 19日 

第 1213期 

 

台灣社交距離 APP 

http://line.me/ti/g/22Che9oI6h
http://line.me/ti/g/jbHeC1z5jz
http://line.me/ti/g/22Che9oI6h


 
 

主題 進窄門 
講員 衣慎行弟兄 

經文 西 1:13；太 7:13-27；路 13:23-24 

一、兩種信仰 

二、兩扇門 

1.主的邀請，也是命令 

2.必須單獨進去 

3.會遇上困難 

4.進入條件是捨己 

5.進入條件是順服 

三、兩條道路 

四、兩個終點 

 

背誦：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
他愛子的國裡。』               (西 1:13) 

默想： 
1.為什麼門是窄的？ 
2.路為什麼難走呢？ 

Genesis 6:9               《楊家書弟兄分享》 

“Noah was a righteous man, blameless among the 

people of his time, and he walked with God.” 

 Three things are said about Noah here: He was righteous ... 

he was in right standing before God. He was blameless ... 

he did not follow the evil ways of his time. He walked with 

God ... he lived his life in communion with God. 

   The common ground for these three things is that Noah 

knew and followed God. While the world he lived in was 

totally corrupted by sin and filed with evil, Noah stood 

alone as a follower of God. He did not follow the social 

norm of the time, nor succumb to the  cultural pressure of 

his day. 

   Noah was by no means a perfect man. But he was a man 

of God in that he was grieved by the corruption all around 

him. In Noah, God found a man whose faith in God was 

the seed of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whole fallen human 

race! 

   When a time like ours is so darkened by evil all around, 

may the Lord grant us faith and courage to walk with God 

like Noah did. 

《創世記 6:9》            《林新梅姊妹翻譯》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

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 

這裡說了挪亞三件事：他是公義的……他在神面前是

公義的。他是無可指責的……他沒隨從當時邪惡的世

代。他與神同行……他過著與神相交的生活。 

這三件事的共同點是挪亞認識並跟隨神。當他所生活

的世界完全被罪惡敗壞並充滿時，挪亞獨自跟隨神。他

沒遵循當時的社會規範，也沒向當時的文化妥協。 

挪亞絕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但他是一個屬神的人，因

為他為周圍的敗壞而憂傷。在挪亞身上，神找到了一個

人，就全墮落人類而言，他對神的信心是全新開始的種

子！ 

當我們這時代被四面八方的罪惡籠罩時，願主賜給我

們信心和勇氣，像挪亞那樣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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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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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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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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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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