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上感恩--姊妹詩班退修會

經上說：「因為人若有願意的
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
不是照他所無的。」
（林後八 12）
。
感謝 神聽了我們眾人的禱告，成全
了姊妹們追求的心願，八月十二日上
午 9 點兵分三路，在教會集合的由王
清清姊妹帶隊，張福台弟兄協助開車
前往宜蘭，另一隊由張秀蓮姊妹領坐
另一部車，最後一隊由楊玉玲姊妹帶
頭坐首都客運，此外還有三位姊妹自
行前往，一共有 16 位弟兄姊妹參加
此次退修會。
由於路上的耽延以致第一堂聚
會晚了 20 分鐘
才開始，從
（ 10:30~11:50
，由張秀蓮姊妹
主講，重點論到
『事奉』
（提前、提後、林前、林後）
，
說到事奉=生活（見證），地上的事
奉，天上的工程，事奉是用心？或用
頭腦？事奉動機為了什麼？方法又

如何？方向是對誰而做？很生動活
潑的帶出事奉的實際，打破過去對
事奉嚴謹的刻板印象與觀念。結束
第一堂後，就往餐廳直奔，面對豐
富的佳餚，道道都是上選的珍貴美
味，每個人都興奮不已。當我們享
用神所賞賜的食物，感謝的心格外
增添，藉著聚餐，姊妹們在主裏有
更深的交通，也藉著交通，在靈裏
彼此美好相交，對肢體間真正的需
要更有負擔，代禱的心越加迫切。
下午第二堂（15:30~17:00）由
楊玉玲姊妹領會，主題是「預備基

憫，直到永生。」
真基督徒得力的源頭（猶
20-21）
，要「活在基督裏」有五點：
（一） 活在神的話語中（約六 35、
63，路一 37，詩一一九 11
、105）
（二） 活在聖靈的引導中（加五 25
，約壹二 27-28）
（三） 活在神的愛中（約壹五 8-9
，林前十三 8-10、13）
（四） 活在禱告中（雅五 16，太七
7-8）
（五） 活在盼望中（林前十五 25，
耶十四 8，詩七十一 5）
強調真信徒要在真道上造就自
己，就能分辨真假，也要為「真道」
辨護，還能站立得穩。

督的新婦」(創廿四 1-60)。從以撒
娶利百加的過程，很詳細的帶入基
督與教會的關係，更以僕人預表聖
靈的引導與成全來講解。

第二天，八月 13 日晨更（詩三
十二）之後早餐，最後一堂
（10:00~11:30）討論「基督徒的人
生」
，有七點：

晚上第三堂（20：
10-21：30）由王清清姊
妹傳講「活在基督裏」
，
以猶大書論在末世教會
將面臨的危險（假先
知、假教師、假信徒）
提出警告，重點在（20-21）
，
「…你
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
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

（一） 基督徒的價值觀（腓三 7-8）
：過去、現在、有益、有損、
丟棄，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二） 基督徒的金錢觀（太九 21
）：為己、為人、為主。
（三） 基督徒的儀容（申廿二 5，
提前二 9-10）
（四） 基督徒如何引人歸主（林前
九 20-22）

（五） 基督徒怎樣規劃敬虔的生活
（羅十二 1-2）
事奉：敬拜（希十 25）
奉獻：（林前十五 58 下）
金錢、才幹、時間
（六） 基督徒怎樣交友，交什樣的
朋友（提後二 22，撒上十
九 1-2）
（七） 基督徒怎樣愛神、愛人（太
廿二 37-40）
每位姊妹都踴躍發言，熱心討
論，彼此大得幫助。下午提供午茶
時間，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為明年
退修會提出寶貴的建言，姊妹們同
樣的感動是時間太匆促了，既有這

麼豐富屬靈的信息，期盼以後能有
三天二夜較多的時間，好好追求神
的話。下午 4 點多，分批啟程回台
北，這次退修會看到神的祝福與保
守，在此謝謝弟兄姊妹禱告托住，
特別謝謝張福台弟兄愛心的協助。
願一切感謝、讚美、榮耀都歸
給坐在寶座的羔羊我主耶穌基督。
~姊妹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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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靈性生活館』
屬靈書籍、宗教禮品
嚴選書展 折起

7

2F『青少年生活館』
繪本、文具禮品、詩歌影音 CD
折起

79

B1『居家生活館』
季節禮品、生活雜貨
精選商品 折起

5

門市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 44 號
營業時間：10：30 ~~21：50

2012APAC【日語接待訓練課程】
緣由：
緣由
：台灣聚會處將於明年 8 月在
台灣中部相調中心，舉辦「亞太基督徒
聚會處大會」；將邀請廿多國家代表來
台，其中日本、韓國聚會處聖徒預計各
有百餘位報名參加。台灣身為主辦國應
作好接待的工作，我們計畫於 9 月起開
設日語班；明年 1 月起開設韓語與英語
班；鼓勵弟兄姊妹選擇一項有興趣之語
言來學習，以備 2012 大會期間投入接待
外國友人的服事。

方式：
方式
： 日語班第一階段為日語五十
音與日常用語之認識；第二階段為日語
基本會話，每階段課程三個月。第一階
段由李瑞蘋姊妹負責；第二階段將外聘
老師講授。若有負擔為基督的緣故，以
學習日語接待日本聖徒者，請填寫報名
單（在長椅上）後交至辦公室。

日期：
日期
：9 月 4 日~12 月 11 日（共 12 堂）
主日下午 2:00~4:00 pm

地點：
地點
：南海路聚會處˙大班教室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
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哥林多後書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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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
教會網站：http://www.taipeiassembl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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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主日上午 下週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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