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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必有
首領藉公平掌權。」
(賽 32：1)
在今天這個充滿虛謊的世界中，許
多執政掌權者，經常都是滿口謊言，
但是有一位君王及首領，卻是憑公義
行政、藉公平掌權，因為祂的名字是
「真理」，祂來這個世界，特別是為
真理作見證，什麼是真理？真理是
「父神是惟一的真神，而耶穌基督是
君王-是彌賽亞」。
魔鬼是起初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
的父，魔鬼一開始就用謊言，欺騙了
我們的列祖、亞當及夏娃，後來又開
始繼續用謊言迷惑眾人，因此魔鬼又
名敵基督，或是假先知，他用一切的
方式，讓人不相信主耶穌是彌賽亞、
是獨一的真神、又是全能的救主，十
架是惟一的救法，聖經上說「除祂之
外，別無拯救，因為沒有賜下別的
名，人可以靠著得救」。相信主耶穌
不僅得救，而且可以得到神兒女的權
柄，禱告得到神的祝福。
衣弟兄
………..……………………………………
715 讀經列車 2022 年末班-恩典號
9/12 (一) 準點開動！
列車長：孫秉龍 弟兄

教會推動大量讀經，建立與神心意相連的
親密關係，願能明白神的心意並依循而行
建議每天讀十五章聖經！
歡迎掃描加入 715 讀經列車 LINE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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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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交距離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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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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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日) 早上 9:00
•地點｜主堂
3.《談心之幸福教養七堂課》完全免費
•日期｜改至 9/17 (週六)
•時間｜下午 1:30-4:30
•地點｜北市八德路二段 203 號 B2
•電話｜(02)8772-0321

4.《週末真好玩 等你來玩！》-跑跳碰
•時間｜改至 9/17 (六) 下午 1:30-4:30
•為了準備材料，請於 9/14 前報名。
•歡迎 5 歲-12 歲報名，完全免費！
•帶著孩子遠離 3C 產品，與人接觸，訓練同理
心，讓孩子透過玩遊戲學習作為開學的收心操
5.《英文真理研習班》
•講員｜美籍牧師 Richard L.
•時間｜9/17 起 每週六早上 10:30-12:00
•地點｜教會 教室 3
•電話｜(02)8772-0321 或 郭希強弟兄
6.《全人醫治特會》
•講員｜衣立凡 牧師、陳留美 牧師
•時間｜10/21 (五) 9:30–20:30
10/22 (六) 9:30–17:30
•主旨｜經歷靈魂體的醫治
•內容｜解開纏繞的心思，釋放受壓制的靈，走
出原生家庭的傷害，釋放神醫治的大能
•地點｜台北基督徒聚會
•報名及費用｜詳細內容請洽櫃檯或文宣
7.《季刊徵稿》(9/14 截止)
歡迎各小組各事工提供見證稿及活動照片，稿投
亞玫姊妹信箱 amyyu6811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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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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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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1:10

羅 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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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55

Gen 12:1, 4

講員

信息內容
曹瑞和弟兄

路得 vs 耶洗別

《楊家書弟兄分享》

一、突然的暴風（路 8:22-25、可 4:35-41）
The Lord had said to Abram, “Go from your country,
(一)突如其來、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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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eople and your father’s household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So Abram went, as the Lord had tol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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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ot went with him. Abram was seventy-five years
(二)無能為力、一籌莫展：
教會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03 號 B2
傳真：(02)87720319
old教會電話：(02)87720321
when he set out from Harran.
膽怯、懼怕、害怕喪命
《創世記 12 章，1, 4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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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唯有盡人事、聽天命：人的有限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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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那如何能夠勝過世界（約一 5:4）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
二、信心的見證（來 11:1）
(一)百夫長（太 8:5-10、路 7:9）
(二)癱子（太 9:2、可 2:5、路 5:20）
(三)迦南婦人（太 15:28）
(四)亞伯拉罕（來 11:8、羅 4:18）
三、信心的回應
(一)真理、信心、感覺（太 17:20、路 17:6）：
信心不是感覺、情緒或盲從
(二)神的恩賜（來 12:2、弗 2:8-9）
(三)神的信實與良善（雅 1:2-4、17）
(四)人的回應及操練：對神的渴慕、與神親
近（羅 10:17、路 22:32）

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
十五歲。
《使徒行傳 7 章，2-4 節》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
罕在美索不達米亞，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
顯現，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
你的地方去。』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他
父親死了以後，神使他從那裡搬到你們現在所住之地」

洪水多年以後，當人類再次悖逆時，神從迦勒底的吾
珥（今天的伊拉克南部）揀選了一位叫亞伯蘭的人，使
人類有了新的開始。神向亞伯蘭顯現，呼召他離開本
地、本族、父家，去一個神因自己的名而建立子民的地
方。
亞伯蘭確實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和族人，但他並沒有離
開父家。他和父親一起前往哈蘭，並在那耽延了很久才
前往應許之地迦南。當亞伯蘭離開哈蘭時，帶著侄子羅
得，後來他帶給亞伯蘭許多麻煩與困難。亞伯蘭全心全
背誦：
意跟隨神，但他卻放不下家庭。對亞伯蘭來說，這是一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 次新的信心之旅……如同我們所有跟隨耶穌的人所經歷
（羅 4:18） 的。
亞當的後裔中沒有完美的人。所以神揀選了不完美的
默想：
亞伯蘭，以證明完美、全智全能的神能彌補祂不完美的
•面對突如其來/無能為力的人生難題，我會 器皿…… 直到完美的人，道成肉身的神子，來成就神
完美的計劃！所以你我不過是神全能手中不完美的器
怎麼做？
皿，讓神藉著我們的軟弱彰顯他無可限量的偉大！
亞伯蘭踏上的信心之旅，與我們現今所走的一樣！仁
慈的神在過去曾在旅程中呼召、扶持亞伯蘭，今天仍舊
呼召、扶持著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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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信仍有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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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社群

154online Youtube

教會電話：(02)87720321 傳真：(02)87720319

台北基督徒聚會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