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隨救恩的元帥與兒子的名分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

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去，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來 2:10)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因為順服父神受死

的苦，已經完成了神的救恩，得到榮耀尊

貴為冠冕。今天榮耀的救主在聖靈裡，又

回到祂的身體--教會中，成為救恩的元帥

，要率領凡願意跟隨祂的人，長大成為神

的眾兒子們，一起進入榮耀。 

主成為代求的大祭司，聖靈在我們的裡

面成為禱告的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

們禱告（羅 8:26）。聖靈的禱告大有功效，

使我們的心明白神旨意的奧祕，也能夠被

父神所用，成為祂兒子主耶穌的跟隨者。 

主成為大祭司，最重要的是能體諒我們

的軟弱。這裡的軟弱，不是我們認為的犯

罪或失敗，因我們的救主從未犯罪，但是

只要在肉身裡面，就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最大的影響是在肉身裡面的限制，我們會

累、會疲倦、會被愛的情感所牽動，會流

淚、會哭笑、會有依依不捨的情結；所以

，主耶穌能進入每一個兒女的軟弱中，祂

了解我們的需要，成為我們的幫助，其中

最重要的幫助，就是我們的順服，因為在

肉身中有所受限，當我們順服到極限時，

主會在環境中為我們開一條路，好使我們

能從試探中出來。 

衣弟兄  

 

◎ 全台疫情警戒升第三級至 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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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候大家，願神保守一切平安！ 

1.瘟疫只能影響到我們實體的聚會、卻不能影

響到我們愛的連結與關懷，每一天都讓神的

話語更新我們！讓我們稱謝進入神的門、讚

美進入神的院！因為神的慈愛是永遠長存讓

我們在疫情中學習天天禱告讚美！ 

2.詩篇 104篇說到不可忘記神的一切恩惠，有

五福 1-赦免我們一切的罪，2-醫治一切的

病，3-救贖命脫離死亡，4-以仁愛為冠冕，

5-用美物使你所願的知足、以致如鷹返老還

童！求主幫助我們如摩西知道神的法則！不

僅知道神的作為，每天都要讚美稱謝耶和華

，在疫情中、必因讚美頌揚耶和華、蒙受祝

福！仍然為瘟疫中的弟兄姊妹們禱告、為病

中的弟兄姊妹、為在醫院工作者……禱告 

3.請繼續為小組組員間的聯結禱告，請大家學

習用「Google meet 」「Zoom 」「Line」…

一起在線上與弟兄姊妹們或分享或對話或關

懷，若有需要請洽教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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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中的平安 2：耶和華沙龍＋耶和華尼西 
講員 衣立凡弟兄 

經文 出 17:9-16；申 25:17-19；約 16:33、17:3 

一、瘟疫中的平安 

1.主耶穌的話：世上有苦難、主裡有平安 

2.得勝與平安：因耶穌得勝、我們得平安 

「平安是得勝得來」 

二、永生與認識神 

1.認識祢獨一的真神：「神所是」神獨一性 

2.認識所差來的耶穌：「神所作」釘十字架 

3.環境中學習愛慕神：神知道有人是愛慕祂 

三、主耶穌是救恩元帥 

1.勝過亞瑪力人：耶和華起誓說「我要世世代

代與亞瑪力人爭戰」 

2.摩西立了一個壇：耶和華「尼西」 

3.神起誓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 

四、疫情中我們的得勝 

1.天上耶穌基督的代禱。「山上」  

2.世上與環境爭戰信心。「山下」  

3.一個壇、一個名字、一個誓言、一個記載。

「除去肉體的軟弱」。 

背誦： 

『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

就是耶和華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說：「耶

和華已經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

戰。」』                   (出 17:15-16) 

默想： 

1.我個人的亞瑪力人是什麼？ 

2.我如何勝過拖累我的亞瑪力人？ 

Philippians 4:6-7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 situation,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When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happen, we have three ways to 
respond. 1. We pretend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and intentionally 
ignore the problems. 2. We get into take-charge mode and we try to 
take care of problems. 3. We turn to God in prayer and seek His 
guidance for actions. 

When we choose the first way, reality eventually puts us in a bind 
and we fall into all kinds of uncontrollable and unhealthy emotions. 
And the circumstances may have grown worse the problems are still 
there to be dealt with! When we choose the second way, we think we 
can take solve problems on our own while we are anxious all along. 
If we end up successful, we congratulate ourselves and become 
prideful. But if we fail, we become angry or bitter or disappointed or 
depressed…. or all of the above! 

When we choose the third way, we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 of our 
own ability and we look to the inexhaustible power of God. We 
unload our burdens to Him and follow His guidance to achieve the 
outcome He has planned out for us. No anxiety because He is in 
charge. No worries because He knows what’s best for us.  

When we have chosen the right way, we experience a peace that our 
hearts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bear witness in our spirit. Not because 
we already know the outcome. Not because we know it’ll be as we 
wish for. Not because the problems have already disappeared. Not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have already changed. None of the above, 
but because we know God knows best!      《楊家書弟兄分享》 

《腓立比書 4章，6-7節》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
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每當人生碰到挑戰時，我們有三種應對方式：1.假裝一切
安好，刻意無視於問題的存在。2.進入負責模式，試圖解
決問題。3.在禱告中轉向神，尋求祂的指導。 
當我們選擇第一種方式，現實終將束縛我們，並陷入各種
失控和不健康的情緒。問題不但沒解決，情況還可能變得
更糟！當我們選擇第二種方式，自認能夠在焦慮的情況下
獨自解決問題。若成功了，我們就居功自恃而感到驕傲。
但若失敗了，就會感到生氣、痛苦、失望或沮喪……或以
上皆有！當我們選擇第三種方式，認知到自身的局限，並
期盼神的無限大能。 
我們將重擔卸給祂，並遵循祂的指導，以實現祂為我們計
畫的成果，沒有憂慮，因為祂負責。不用擔心，因為祂知
道什麼對我們最好。 
當我們選擇正確的方式時，將經歷一種平安，我們的心和
聖靈將在靈裡作見證。不是因為現在已得到結果。不是因
為事情已如願以償。不是因為問題已排除解決。不是因為
情況已獲改善。以上都不是，而是因為我們深信神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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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0:48 敬拜讚美 10:48~11:00 
擘餅聚會 
紀念主 

11:00~11:55 
瘟疫中的平安 2： 

耶和華沙龍＋耶和華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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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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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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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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