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子的名分 2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這聖

靈是我們得產業的憑據。』     (弗 1:5,14) 

  羅馬人認為兒子「名分」，是成長到 25

歲。但是對基督徒而言，信主無論多久？雖

是神的兒女，但還是孩子，無法享受父神的

產業，因為他們對於聖靈的認識和經歷都是

非常的膚淺。 

「凡被聖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羅

馬書 8:14)，所以「兒子的名分」有一個重要

的學習，就是對聖靈有敏銳的感覺，並且可

以被聖靈引導，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也是

被聖靈引導，受洗後，父神立刻藉著聖靈引

導祂進入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主得勝後，

聖靈一路引導救主行神蹟奇事，將祂証明主

耶穌神的兒子，末了也是藉著永遠的靈，將

主帶領上十字架，死而復活。 

今天主耶穌仍舊行神蹟奇事，讓我們成長

成熟，得在生活中、事奉中經歷神的同在，

並在聖靈的恩賜與生命中，慢慢被神雕塑成

神兒子的模樣，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我們得到

兒子的「名分」。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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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推動大量讀經，建立與神心意相連的 

親密關係，願能明白神的心意並依循而行 

 建議每天讀十五章聖經！歡迎掃描加入 715

讀經列車 LINE群組。 

◎ 全台疫情警戒升第三級至 28日，本教會配

合政府防疫措施，公告如下： 

1.5/13(四)起本教會暫停實體聚會，主日聚會、

週二禱告會改為「線上聚會」，歡迎大家連線

參與主日崇拜、禱告會。                

(當日傳遞連結網址） 

2.因場地全部暫停使用，姐妹會、兒童主日學、

學生事工、社區事工及主日培訓課程……等教

會相關活動也一併暫停。 

3.6/6呂代豪牧師主日信息、6/6敬拜團招募等

延期，再另行通知日期。原訂 5/30 兒童說故

事比賽暫延期至 6/27。 

4.教會辦公室同工如常上班，出入教會請走正門

(電梯)，敬請配合防疫，做好雙手消毒並量測

體溫。弟兄姊妹對聚會有疑問或其他需要仍可

致電教會。（Tel:87720321) 

5.個人確實做好防疫 

(1)外出全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出

入人潮聚集之地點，同時做好實聯制登記 

(2)如有與確診者足跡相符者，請自主健康管

理兩週，如有症狀請立刻就醫 

(3)如有疑似症狀者，可通報 1922 專線，至採

檢院所進行篩檢 

(4)符合疫苗施打資格者，請於政府公告的醫

療院所請醫生評估 

6.互相關懷、團結同心 

(1)鼓勵弟兄姊妹們要更多花時間來親近主，

築家庭祭壇、勤讀聖經。 

(2)為全球、政府決策團隊、第一線防疫單

位、確診者及其家屬禱告祈求，同心守護 

 值此疫情緊張的時刻，讓我們一起配合政

府防疫，迫切禱告、互相關懷、更加團

結、彼此同心。本教會將隨時配合政府防

疫最新規定，聚會型態或實施期間如有調

整，將再通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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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加入 
715讀經列車-2 
5/1已經開車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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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患難中的喜樂 
講員 曹瑞和弟兄 

經文 
羅 5:1-8；伯 5:7；帖前 3:3；林後 7:5；可 10:27；申 4:30； 

約 15:6-7；羅 8:28；賽 60:1 

一、當患難突然來臨時！ (伯 5:7、帖前 3:3) 

1.毫無準備 

2.毫無對策 

3.毫無把握 

二、當我們落在患難時？ 

1.煩惱、憂慮、恐懼、…：沒有安息 (林後 7:5) 

2.明白我們的有限 (可 10:27) 

3.尋求神、仰望神 (申 4:30) 

三、患難中如何有喜樂？ (羅 5:1-5) 

1.因著耶穌：有福的確據 (羅 5:1-2) 

2.知道到得到：生命的成長 (羅 5:3-5) 

四、芬妮‧克羅斯比的生命見證           

(Fanny Crosby，1820-1915) 

1.人生看似滿是患難 

2.生命卻滿有主恩典 

五、變動的年代，得勝的宣告 

1.我與神的關係：常在主裡面 (約 15:6-7) 

2.我是神的傑作：萬事都互相效力 (羅 8:28) 

3.我願為神發光 (賽 60:1) 

背誦：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

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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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默想： 

1.基督徒的生命也會遭遇患難，這與不信的人

有什麼不同？ 

2.我們要如何面對患難，使我們能過得勝的生

活呢？ 

Romans 12:12 

Be joyful in hope, patient in affliction, faithful in prayer. 

It’s hard to be joyful in hope if we hope out of disappointment 
and helplessness. But our hope as Christians is a hope based 
on the promise of God for a glorious future in Christ. 

We hope for the soon return of our Savior and King. We hope 
for the final consummation of God’s plan of salvation. We 
hope for the full inheritance in Christ. We hope for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without tears, pain and death. It’s in 
hope as these that we rejoice exceedingly! 

It’s hard to be patient when we face afflictions… unless we 
realize all afflictions come to us allowed by the wise design of 
our Lord who is working all things for our good. 

And His sufficient grace is never lacking to see us through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purposes. 

Whether it’s keeping our hope focused on the promises of 
God, or being patient in afflictions, our one sure safe way to 
weather the storms of life is to be faithful in prayer. It’s in 
prayer we enter into the shelter of the Almighty. It’s in prayer 
we dwell in the secret of the Most High. (Ps 91:1) 

《楊家書弟兄分享》 

《羅 12: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如果我們持續在失望、無助中毫無盼望，那就很難在
指望中喜樂。但我們基督徒的盼望，是源於神在基督
裡所應許的榮耀未來。 

我們盼望救主和君王將要再來。我們盼望神終將完成
救贖計劃。我們盼望在基督裡得到豐盛產業。我們盼
望沒有眼淚、痛苦和死亡的新天新地。盼望這些讓我
們充滿喜樂！ 

患難中我們很難忍耐……除非意識到主智慧的計畫，
祂允許我們遭難，卻能讓萬事互相效力。祂夠用的恩
典，永遠能完成祂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無論是把盼望放在神的應許上，或是在患難中忍耐，
只有一種超越人生風暴的做法，就是恆切禱告。在禱
告中，我們得進入全能者的蔭下。在禱告中，我們可
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 (詩篇 91:1) 

《林新梅姊妹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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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難中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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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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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