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 台 信 息 

講員：葛國光牧師 
信息：因信⼤有盼望 
經⽂：羅⼗五 13 
引⾔：揮別 2022，展望 2023！ 

⼀﹑⼤有盼望的⼀年 
１．使⼈有盼望的神 

A. 盼望的重要性: 基督徒有三個重要德⾏：「信、望、愛」（參帖前⼀ 3.五 8） 
B. ⼀直⼤有盼望 
C. 盼望的內容： 

•  屬地＆短暫： 
•  屬天＆永恆：主再來+神國降臨+得勝者的獎賞 

２．喜樂平安的充滿 
A. 喜樂：快樂與喜樂之別（短暫與⾧久） 
B.  平安：外在與內⼼（約 16:33） 
 

⼆﹑⼤有盼望的秘訣 
１．因著信靠上帝 

A. 「因信」：「相信，信賴」之意。直譯是「在這信裡⾯」。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之事的確據。」（來⼗⼀ 1） 

B.   持續的相信： 原⽂時態是 現在式不定詞。「所望之事﹑未⾒之事」原⽂時態 
都是「現在被動分詞」. 

C. 信靠上帝：（神的話）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的忍耐和安慰可以 
得著盼望」（羅⼗五 4） 
• 靈修讀經： 
• 背經應⽤：要相信神的話就會去實踐！ 

２．靠著聖靈⼤能 
A. 聖靈的能⼒： 

「…盼望不⾄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裡。」（羅 
五 4-5） 

B. 「藉著」聖靈：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什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語作為，⽤神蹟 
奇事的能⼒，並聖靈的能⼒，使外邦⼈順服。」（羅⼗五 18） 

 
 
 
◎⼩組討論題⺫ 

1. 新的⼀年來到，你有什麼期望嗎？你對 2023 年感到有盼望嗎？為什麼？ 
2. 你相信神會賜下喜樂和平安的⼀年嗎？為什麼？聽完這篇信息，你要如何來加強你對神的信⼼呢？ 
3. 為什麼藉著聖靈能⼒能使我們有盼望？你有這樣的經歷嗎？你會採取什麼具體的步驟去經歷這樣的 

⼤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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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洛杉磯靈糧教會－葛國光牧師前來本堂證 

道，造就、激勵我們。 

3、「成⾧班⼀」將於 2/8 開課（每週三晚上 7:30）， 

請學員事先預讀「標竿⼈⽣」及抄寫「⾨徒學校 

上」的經⽂。 

4、「醫治釋放－⽣命的整全」於 2/11 起⾄ 4/1 每 

週六上午 9:00-12:00。請參加學員預讀「活出 

⽣命的⾊ 

彩」⼀書。 

5、新年期間各⼩組聚會彈性運⽤，1/30 起恢復各 

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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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張芸嘉 莊義程 ⿈彩桂 

2023 年度成⾧班課程 
⽇期 成⾧班⼀（週三） 

2/8 新造的⼈/獨⼀真神 

2/15 ⼗架救贖 

2/22 垂聽禱告的上帝 
上帝必引導 

3/1 聖靈充滿的⽣活 
建⽴靈修⽣活 

3/8 認識靈界 
聖靈充滿的⽣活 

3/15 我愛幸福⼩組 
幸福的教會 

成⾧班⼆預告 
7/12-8/9（週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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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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禱告⾒證分享：為禱告蒙應允感恩 

喜樂⼀⼩組／曾春錦姐妹 
幸福⼩組開跑第⼀週我在⼼願卡上寫下了三個願望： 
1、兩個 best 受洗。2、疫情趨緩。3、⼤姐平安。以上三件事情都蒙神成就，感
謝主！ 

⼤姐是我先⽣的⼤姐，也是我們主內姐妹，去年 10 ⽉罹患肝癌三期，今年
11 ⽉ 24 安息主懷，臨終前半個⽉從醫院接回來居家安寧照顧，所以我就邊照顧
病危的⼤姐，邊繼續當福⾧，在困難中經歷神的恩典。 

真的很奇妙，⼤姐居家安寧那段期間，不⽤吃任何藥物也不喊痛，每天就跟
⼩ beby ⼀樣開⼼！常喊著：「耶穌愛我！我也愛耶穌！」「我很幸福美滿哦！」
還會隨時點名⼩組姐妹的名字...等等，照顧病⼈⾝体雖然累，但⼼裏是歡喜快樂
的！因為在艱難中我聽到了上帝的聲⾳，我也明⽩這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每晚
在姐妹們⼀起禱告中我得⼒量！最後⼤姐在沒有任何痛苦的情況下安息主懷。
在離開前⼀天，她還請我們抱她，這樣美好的結局在我的家中帶下了安慰！也
帶下了祝福！使我跟先⽣更加珍惜彼此的關係！ 

⽽幸福⼩組也經歷在聖靈的帶領下，BEST 不畏疫情都很穩定地來參加聚
會，當然疫情也漸漸地趨緩，同⼯們的同⼼合意，⼩組⾧的引導下，⼤家不怕⾟
苦不怕累，這種困難中的堅持真是榮耀神！這次有 2 位 BEST 受洗落⼾⼩組，
真是感謝神！感謝牧師和弟兄姐妹們為我們家代禱和幫助！⾺上就要進⼊新的
⼀年，回⾸過去，真的很⾟苦，但倚靠神軟弱中得能⼒，在這裡特別向天⽗獻上
感恩！也謝謝⼩組姐妹們的扶持陪伴！ 

林後 5：17「若有⼈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新的⼀年即將來臨，我們要整理好環境，也要管理好⼼境，當然我們是⼈，我們
⼼裡還是會有軟弱，但我們不靠⾃⼰，我們靠神在軟弱中得能⼒！感謝主！我
現在還是⼀樣平安、喜樂、健康！ 
期許⾃⼰在新的⼀年有更多的學習和更多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