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與兒子的名分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弗 1:13-14) 

  兒子名分之意，如同被一個富有的人收養
，有了一個名分，可以得到收養人的愛及產
業。但長大成人是自己的責任，因為神既然
已經接納了我，祂就賜給我一個權柄和責任
，就是要長大成人，而長大的惟一道路，就
是要讓聖靈來幫助我們，聖靈來的目的是要
我們： 

  1.像神的兒子，這是指生命的一面，每一
位得救並且得到聖靈的人，都必須有的責任
，我們像神的兒子，因為我們愛祂，願意像
祂一樣的愛天父，為祂願意捨己愛人。 

  2.聖靈賜給每一位聖徒不同的恩賜，為讓
我們用所得到的恩賜，去服事別人，使別人
得到救恩。這都是需要信心的禱告、信心的
運用和順服主，只有在事奉中才能長大得到
兒子的名分。聖靈的愛充滿我們，賜下渴慕
主的心，天天在盼望中得到主的恩惠。 

衣弟兄  

 

…………………………………………… 

《包春齡伯伯安息聚會》 

時間:6 月 4日週五上午 10:30 

地點:台北第二殯儀館景仰樓一樓至真一廳 

因為新冠疫情將僅限親屬參加並限制人數。 

因此家屬邀請您在線上一起紀念包伯伯的一

生。當天使用 Zoom 網路直播，請您先行下載

軟體在電腦或手機上，聚會 3 天前將再告知

會議 ID 和密碼。 

◎ 全台疫情警戒升第三級至 6/14，本教會配

合政府防疫措施，公告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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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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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人們平安： 

大家都好嗎？願神保守一切平安！ 

1.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間，讓我們在家中，更

多的學習安靜在主面前，更多花時間來親近

主、築家庭祭壇、勤讀聖經。 

2.值此疫情蔓延的時刻，請一起配合政府防疫

政策，個人確實做好防疫，保護自己、保護

家人。 

3.愛就是要有行動--天天為在第一線醫護人員

們禱告！為因著疫情而生活有影響的人禱告

！為自己要感恩。 

4.讀經、代禱、線上的關懷，為 BEST禱告、

為小組長們、區牧、辦公室同工、牧師們、

愛家佳等每一家、每一位身體軟弱的教會家

人，都要不停止的記念。讓教會在疫情中，

更多彼此相愛，常常發 Line 或電話關懷，

為各小組的需要禱告！ 

5.在瘟疫蔓延中，因不斷的學習線上關懷，成

為我們成長、成熟的機會，帶給我們更多的

祝福。 

6.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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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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生在彎曲悖謬的世代 (二) 
講員 衣慎行弟兄 

經文 腓 2:5-18；約 17:15，約 1:12 

一、前言 

二、神兒女的去處？ (約 17:15) 

三、神兒女的位份？ (約 1:12) 

1.屬神的 

2.世上的光 

四、神兒女應當如何度日子？ 

1.謙卑 

2.成聖 

3.傳福音 

4.喜樂 

5.不發怨言 

背誦：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

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

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

照耀，』                      (腓 2:14-15) 

默想： 

1.您認識自己的身分與去處嗎? 

2.在這世代當中，我們應當如何度日子? 

Colossians 1:20 

… and through Him to reconcile to Himself all things, 
whether things on earth or things in heaven, by 
making peace through His blood, shed on the cross. 

The weight of the task of reconciling the offender to the 
offended is equal to the weight of the offense. The offense 
of human rebellion against the sovereign Creator of all 
things is weightier than anything we can ever image. So 
the offering to reconcile the rebellious sinner to the God of 
holiness is greater than any human being can produce. 

Hence the love of God came in to play….that which 
humans could not provide God Himself provided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The Son, who has the fullness of God in 
Him, came to offer Himself as that immeasurable offering 
by whose blood all sinners with faith in Him can be 
reconciled to the Father. 

Nay, not only the sinners who called on the name of Jesus, 
but also the whole of creation… whether things on earth 
or things in heaven, all found reconciliation at the cross of 
the holy Lamb of God! Yes, the price no sinner could pay 
has been paid for by the sinless One. 

The gulf of sin that no sinner could cross has been bridged 
by the arms of the cross. Yes, the wrath of God has been 
fully appeased by the blood from His innocent vein. The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holy God has been achieved by His 
cry of “It is finished!” How amazing and unsearchable is 
the wisdom and love of our God!  《楊家書弟兄分享》 

《西 1: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
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
好了。』 

要使罪犯與受害者和好，那所要求的代價，是與罪行
的大小成正比。人類違背主宰萬物的創造主的罪行，
比我們所能想像的任何事都還要嚴重。因此，要使悖
逆的罪人與聖潔的神和好，需要付上比任何人所能做
到的都還要大。 

然而，神的愛就在這裡作工了。神兒子耶穌基督所獻
上的，人類永遠給不出來。滿有神性的神的兒子，祂
獻上自己，藉著祂的血作為一種無價的奉獻，讓所有
相信祂的罪人都能與父神和好。 

不僅是那些奉耶穌之名的罪人，還有整個受造……無
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能在神聖潔羔羊的十字架上
與神和好！ 

是的，無罪的人已付上罪人無法承擔的代價。十字架
的雙臂成了橋梁，讓罪人跨越了那罪惡鴻溝。 

是的，神的憤怒因耶穌純淨的寶血而止息。 

當主耶穌在十架上呼喊「成了！」，與聖潔的神和好
的道路就爲我們打開了。 

我們神的智慧和愛是多麼奇妙和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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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彎曲悖謬的世代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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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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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1:10 敬拜讚美 11:10~11:55 路得 vs耶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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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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