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  信  息 

講員：林⽂華弟兄 
主題：合神⼼意的⼈     
經⽂：撒⺟⽿記上 16：1-13 
⾦句：「撒⺟⽿就照耶和華的話去⾏。」 
      「耶和華不像⼈看⼈：⼈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 
⼤綱： 
⼀、 甚麼是合神⼼意？ 
   1.認識神並明⽩神的旨意 
   2.凡事求告神並順服遵⾏ 
⼆、 神的揀選 (撒上 16：1-3、6-13) 
   1.神握有絕對的主權 
   2.配合神的計畫⽽定 
   3.神看內⼼不看外表 
   4.揀選微⼩謙卑的⼈ 
   5.賜下聖靈與他同在 
三、 ⼈的回應 (撒上 16：4-5) 
   1.聆聽神的話語 
   2.求告神的旨意 
   3.遵⾏神的命令  
四、結論：明⽩神的旨意，凡事求告神並遵⾏神的命令⽽⾏，就是合神⼼意的⼈。 

講員：⻯賓寧弟兄 
主題:關鍵抉擇，你選對了嗎? 
經⽂:撒⺟⽿記上⼗三:13-14、撒⺟⽿記上 15:35 
⾦句:撒⺟⽿記上⼗五:22b「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的脂油」 
⼤綱: 
⼀、 前⾔: 
    掃羅是希伯來⼈的名字，乃是求問神意思，他俊美、健壯、個性美善，具備了⺩者的品格(⾃ 

信、謙卑、智慧、忍耐)，有好的開始的掃羅，隨著他得到⺩位後，可惜禁不起權利慾望的試 
探，卻落得死在⾃⼰⼑下悽慘結局。 

⼆、選擇看環境或倚靠神 
    ⾮利⼠之戰:看環境還是倚靠神，信⼼的考驗 
    經⽂: 然⽽，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書⼋:37) 
三、選擇順從聖靈或隨從⾁體 
    .亞瑪⼒之戰:隨從聖靈還是體貼⾁體，聽命順服的考驗 
    經⽂:隨從聖靈、體貼聖靈的事，隨從⾁體、體貼⾁體的事，體貼⾁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 

乃是⽣命、平安（羅⾺書⼋:5-6 ） 
四、結語 
    神看過程⽐結果還重要 



� 綜 合 消 息 � 

2.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陸依箖， 
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報名， 
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 
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結⽌報名，但仍有弟兄姐妹 
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勵邀請 
Best 參加。 

5.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福⾧ 
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6.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陪 
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請⾄兒主教 
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餘數
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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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1 ⽇主⽇程序 主⽇同⼯事奉表 祝福 
禱告 8/28 

禱 告：會 眾 
敬 拜：林⽂揚弟兄 
司 會：⻯賓寧弟兄 
奉 獻：司 庫 同 ⼯ 
獻 詩：⼩ 組 詩 班 
證 道：⻯賓寧弟兄 
        林⽂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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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賓寧／⽂華 吳主恩傳道 吳主恩傳道 
敬拜 林⽂揚 陳秋真 ⺩璉勝 
司會 ⻯賓寧 林⽂華 顏志穎 
獻詩 ⼩組詩班 重唱 重唱 
接待 約書亞社⻘ 喜樂ㄧ 喜樂多加 
⾳控 林⽊茂 葉世保 侯振瀚 
投影 ⿈彩桂 莊義程 陳育群 

 
 

9-12 ⽉教會重要事⼯ 

9/15-9/16 祝福有夠神 

10/8 屬靈家⾧ 

10/14-10/16 ⽣命衝擊營 

第⼋期幸福⼩組： 

§ 10/23 誓師⼤會（預備隊呼） 
§ 10/24-12/10 幸福⼩組七週 
§ 12/17 聖靈更新營 
§ 12/23 洗禮說明會 
§ 12/25 洗禮（聖誕節） 

10/29-10/31 教會衝擊營 

11/13 名⼈講座：周丹薇 

12/4 ⼩組同⼯召聚 

12/31 
跨年禱告會 
新家⼈座談會 

 

綜  合  消  息 

1.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
的早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祝福有夠神」⾄今⽇截⽌。感謝神！報名參 
加的 Best 約 40 位。邀請 best 來領受祝福的 
弟兄姐妹，請於認領時段提前 30 分鐘到達瑞 
豐堂⼆樓預備⼼。⽇期 9/15-9/16（上午 10- 
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3.「⽣命衝擊營」持續開放報名⾄額滿截⽌（學 
員⺫前已有 62 位），⿎勵邀請 Best ⼀起參加。 

4.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 
供福⾧及同⼯名單等相關資料，也請預備隊 
呼囉！  

5. 為這波 Omicron BA.5 的疫情，舉起我們聖 
潔的⼿來向天上的⽗禱告，祈求祂的憐憫與 
醫治！ 



 

「事奉學校」⾒證⼆則 之⼀ 

磐⽯獅⼦⼩組／吳佩蓉姐妹 
事奉學校改變了我很多想法，在將近⼀年的課程中，做了很多以前不會願意去做

的事，也想了很多以前不會想動腦去思考的事，現在的我渴慕去改善⼈和⼈之間的關
係，現在的我能真正了解傳福⾳的使命感，不再是被教出來的了。 

	以前的我其實是個⾃私的基督徒，覺得我⾃⼰和神很好就好，⾄於傳福⾳什麼
的，就教會在辦幸福⼩組時，再跟著⼤家⼀起做就好，躲在⼩組⼀堆男⽣當中應該也
沒有⼈會發現我，甚⾄連我最在乎的家⼈朋友要不要信，我也不會太在意！ 

但是，事奉學校改變了我的想法和⼼態，主耶穌說：「要去使萬民作主的⾨徒」，
這是命令，命令就是不能有任何理由和藉⼝的，⽽要使別⼈能信，能願意跟隨耶穌，
我⾃⼰就要學習耶穌的樣式，所以我要去！我要把耶穌的愛活出來給出去，不單單是
對我⾝邊熟悉的⼈，⽽是對所有的⼈！ 

我也終於了解，原來神給我這種天⽣樂觀開朗的個性就是要我去影響別⼈的，去
成為別⼈的祝福， 去讓⼈感受到神滿滿的愛。特別的是現在的我很願意和我的家⼈，
特別是我的爸媽聊基督信仰，以前總是說沒兩句，不是媽媽⽣氣氣就是我不爽，但現
在甚⾄能夠平⼼靜氣且有耐⼼地和他們分享之前去線上短宣的⼀切，⼩組聚會都在幹
嘛等等，他們也能慢慢了解我到底是在忙些什麼，這真的超級無敵感謝神〜	 

神的真理如果沒有烙印在⼼裏，很多時候會變成是被牧師教出來的，⽽不是真正
去理解的， 就像以前我⼀直都覺得永⽣、永恆國度，永永遠遠都是牧師在教我們的
真理， 可是經過了這將近⼀年的課程後，⾃⼰真的是被神給調整，被神給教導了，
我深刻體會到天⽗的愛， 真正了解到耶穌為了我死，我要努⼒爲祂⽽活，這⼀切不
再是牧師說的聖經故事，⽽是聖靈開了我的眼睛，我看⾒了主⼗架上的榮耀，所以我
真知道我要努⼒爲主⽽活！	 

神做事的智慧真的不是⼈能想到的，所以好像也不⽤想太多了，當初讀事奉學校
其實單純就只是想認識神多⼀點，拉近我和神的距離，但現在的我清楚知道，神做事
沒有不可能，只有⾃⼰願不願意為主去做⽽已，⾃⼰不需要再被那些不真實的想法給
綁架了，勇敢地去活出神的愛就對了！將⼀切的榮耀感謝都歸給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