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9

 
教

會

主

題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2:41-42】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林後6: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後13:14】 Therefore if you have any  

encouragement from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if any comfort from his love, if any  

COMMON SHARING in the Spirit, if any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Phil 2:1】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 
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加2:9】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一1:3】  
If we claim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and yet walk in the darkness, we lie and  

do not live out the truth.【1 John 1:6】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一1:7】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一同得分。【林前1:9】Is not the cup of thanksgiving for which we give thanks  

A PARTICIPATION in the blood of Christ? And is not the bread that we break A PARTICIPATION 

in the body of Christ? 【1 Corin 10:16】 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 
恩情上有分；【林後8:4】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1:5】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3:10】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門1:6】  
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羅15:2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希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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