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

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賽 32：15) 

 

因為人的背逆，神咒詛了地，地生

長荊棘蒺藜，成為曠野，人無法從神

得到祝福，因為人心剛硬而神無法賜

福。但是當人的心轉向神的時候，神

用聖靈澆灌了我們的心，使我們硬的

心，變成柔軟，而成為良田，神可以

將好種子撒在我們的心中，因而我們

成為有福的人，神將祝福賜給我們。 

神最大的祝福，是我們可以有糧食

分給別人，在這個世界中，人飢餓並

非無食物，人渴並非沒有水喝，而是

人的心中沒有滿足，人需要的滿足不

是一般的物質，而是靈性最深的需

要，這是人的真實寫照，我們永遠都

是一個乾渴的人。因為渴，所以聖靈

從上澆灌我們，曠野的心成為肥田，

肥田如樹林，滿了神在聖靈中的生

命，及在人性上的改變，成為一個堅

固有用之才。可以被建造成為靈宮，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衣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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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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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聚會》地點｜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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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日) 早上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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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教室 3 

•講員｜美籍牧師 Richard L. 

•時間｜9/17 起 每週六早上 10:30-12:00 

•電話｜(02)8772-0321 或 郭希強弟兄 

6.《『職場的智慧』講座》 

•講員｜許文聰 弟兄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時間｜9/22–10/27 每週四 晚上 8:00–9: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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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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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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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交距離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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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盼望的生活 
講員 衣立凡弟兄 

經文 西 1:4-5,23,27；來 11:1 

一、歌羅西書的盼望 

1.福音的盼望：因信稱義 

2.基督的內住：因信成聖 

3.天上的盼望：因信得榮 

4.你想要什麼：成為什麼樣的人、生活、前

途、一直都在改變 

二、仇敵的工作 

1.失去盼望：沒有異象 

2.失去勇氣：疲倦灰心久病無望 

3.失去合一：產生分裂 

三、盼望的恢復 

1.心思的轉變：神安排的鼓勵 

2.信心的運用：經歷神的恩典 

3.同伴的鼓勵：總要彼此相顧 

 

背誦：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有何等豐

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

望。』                           （西 1:27） 

默想： 

1.在生活中有沒有經歷神的幫助，因而有了

盼望？ 

2.在事奉中有沒有幫助他人，因而使別人有

了盼望？ 

James 1:6-7                    《楊家書弟兄分享》 

But when you ask, you must believe and not doubt, 

because the one who doubts is like a wave of the sea, 

blown and tossed by the wind. That person should not 

expect to receive anything from the Lord. 

《雅各書 1 章，6-7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

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

得什麼。 

 

同時祈求和疑惑是自相矛盾的。 

祈求就是信靠那應允禱告的神。 

疑惑就是否認神是值得信賴的。 

 

疑惑就等於撤銷了自己所求的。 

疑惑就是質疑神不與祈禱者同在。 

 

當人沒紮根於神的信實，就像海中的波浪，或被

虛假教義的風吹動翻騰。 

如同一艘沒有舵和指南針的帆船。 

這艘船永遠不會抵達任何目的地。 

 

不信的禱告是徒勞的。 

它永遠不會興起高於它的聲浪。 

不信的禱告只是一廂情願。 

這可能會讓祈禱者感覺良好一陣子，卻總以失望

告終。 

 

神希望祂的孩子帶著各種需求來到自己面前。 

祂正等著賜給我們祂的一切祝福。 

為什麼我們要用疑惑來撤銷自己的祈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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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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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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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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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