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傳揚榮耀的福音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

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極力揚

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

看哪，你們的神！必像大能者臨到。」 

(賽 40:9-10) 

我們的神要來到，像大能者，為的是

要來拯救我們，祂是道成肉身，降生來

到世上，為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這

個好消息，必須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

道，所以要登山呼叫，讓錫安的百姓們

都知道，報告給耶路撒冷，也告訴給猶

大的眾城邑。我們的神像大能者來到，

祂的能力今天還不是對付魔鬼，而是改

變我們的心，使我們的心轉向父親，使

我們的心能夠柔軟、並接受父神的愛，

心蒙到光照，回轉向著神。 

是的！今天是悔改的日子，也是拯救

的日子。這麼大的好消息，必須要藉著

福音的大聲呼喊，才能夠讓全世界都知

道，因為在猶大地有一位救主，是外邦

人的光，也是以色列的榮耀，耶穌基督

是萬人的救主。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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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的智慧講座》-什麼是真正的成功 

第六堂將分別從世界的角度和從神的角度來看
「什麼是真正的成功」，進而明白我們工作的意
義和目標。 

本次特別邀請職場達人張福明 弟兄 (前北京冠德
建設總經理) 來為大家分享他在職場上生涯的轉
變和見證，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講員｜許文聰 弟兄 

•時間｜10/27 (週四)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3.《讀書會-得勝的生命》 

第三課『得勝生命的性質』將會提到五點「生命的

性質」，在這五點性質當中，將會知道得勝不是你
自己的問題，得勝是基督替你活出來。得勝乃是一
個活的人——就是基督！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導讀｜沈立德弟兄、何保羅弟兄 

•時間｜10/23 (週日)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4.《研經系列-四福音(四)-約翰福音》 

第三課『神蹟與講論(1) (約二~四)』將會認識--神
蹟_變水為酒、潔淨聖殿、講論_重生、施洗約翰
最後的見證、講論_活水、神蹟_醫治大臣的兒子 

•講員｜俞麗珊 牧師 

•時間｜10/26 (週三)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5.《2022 國家祭壇-祢實在恩待了我》 

•時間｜11/5 (週六) 早上 6:00–10:30 

•方式｜各城市據會點「實體」線上直播 

•地點｜台北基督徒聚會 

•報名｜請掃右方 Qr code 

6.《2023 華宣月曆》請洽櫃台購買 

本教會弟兄姊妹特惠價 

「天賜靈糧 書法版」80 元/份 

「常存的道 聖地版」85 元/份 (已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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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有朋友，不孤獨，然後呢？ 
講員 吳必然弟兄 

經文 彼前 2:9；創 2:18；詩 68:5；出 18:13-23 

一、孤獨的殺傷力 

身心靈的彼此影響 

每個人在各階段都會經歷孤獨、沮喪、不快

樂，但長期的累積「加速」老化 

二、你的朋友不只是你的朋友 

誰是好友？ 

 多少人？什麼樣的人？在哪裡？哪個時

期？維持多久？ 

從屬天層次看朋友 

 是否連結於神？ 

 什麼樣的連結？ 

 神連結的目的為何？ 

三、國度裡的好友圈 

孤獨的相對：親密 

神要我們建立並享受親密關係，從地上開始 

神呼召人回家（詩 68:5-6）        （創 2:18） 

工作也不孤獨（出 18:13-23） 

問自己幾個問題： 

 我珍惜的好友，將來在天上會見到他們

嗎？ 

 我交朋友是因為怕孤獨嗎？ 

 我願意為神而與人連結嗎？ 

 從我的好友圈，可以看見神的美好計畫

與國度嗎？  

背誦：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

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

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                      （彼前 2:9） 

Gen 1:26-27                《楊家書弟兄分享》 

Then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kind in Our 

image, in Our likeness, so that they may rule over 

the fish in the sea and the birds in the sky, over the 

livestock and all the wild animals, and over all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So God created mankind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創世記 1 章，26-27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

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

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

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創造人類是為了管理海裡、空中和地上所有生

物。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對於這項大工程，人類

需要按著神的形象和樣式被造。 

要成為神創造的管理者，人類需要聰明、靈巧、

順從和值得信賴。這些特質都蘊藏於人類之中，因

人有神的形象和樣式。 

認識神的旨意和目的是明智的。這使人能在神的

創造中執行神的旨意，聽從神的指示，並且值得信

賴，不會偏離神的方式和目的。 

神創造了男性和女性……不僅是為了生育，也是

為了相互扶持，更充分體現三位一體神的關係本

質。 

作為神的代理人，來管理神的創造，人必須與造

物主和祂創造的所有生物保持活潑的關係。一個孤

獨的人，將無法完成這來自神的榮耀使命。 

婚姻中的男女關係，是學習與他人維持健康人際

關係的基礎。甚至於基督和祂教會之間的神聖關

係，更是一個完美的體現。 

誰能理解神旨意的豐富？誰能測透神旨意的崇

高？讚美神，祂的智慧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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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不孤獨，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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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基督徒聚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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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