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子與長成基督長成身量的意義-2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弗 4:15) 

保羅在認識神兒子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

成身量的意義，第二方面是在任何情況中都

能成長，成長並不只在教會中、在追求中，

或是在平順的環境中才能成長；特別是在不

容易的環境中，保羅說明關鍵--乃是因爲在

任何情況下，都能連於元首基督，所以都能

長進。 

這說明我們受到委屈的時候，只要能連於

元首基督，就能凡事長進。 

因此連於元首基督，是成長非常重要的學

習。有人解釋保羅在萬有之間，都有十字架

的分別，每一個環境都讓我們能夠與十字架

相結合，保羅說：「活著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裡面活著。」十字架是讓保羅和萬有

之間有分別能力，也是讓保羅連於基督的接

觸點。 

凡事長進的關鍵，在於不讓任何人、事、

物斷絕保羅或是我們與基督元首之間的連結

。所以，對保羅而言，他是可以一直不斷的

成長，因為他可以藉萬有來認識基督，藉萬

有來連結於基督。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呢？這是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裡面的。 

衣弟兄  

 

   

◎ 全台疫情 7/27-8/9 降為第二級，本教會配

合政府防疫措施。 

1.目前本教會主日崇拜、禱告會、兒童主日學

為「線上聚會」，歡迎大家連線參與。 

因防疫警戒降級，室內聚會限制 50 人以下，

教會為恢復實體聚會正規劃中。 

2.感謝主，保守台灣疫情已逐漸好轉，來自友

邦的贈送或購買的疫苗也陸續供應，求主保

守讓每位施打疫苗的人都能平安。保守每一

家家人身心靈都健康平安。 

3.教會新網站正式上線囉！歡迎弟兄姊妹們多

多利用查看最新快訊、直播連結、影音媒體

及教會生活照片，也可以傳給親友分享我們

喜樂的聚會。https://www.ca-taipei.org/  

4.教會 Line @已轉移到 Line 社群，除了平常

的晨更衣分鐘及衣伍衣拾充實大家，我們還

會不定時提供最新的教會資訊，歡迎邀請親

友更多認識我們。https://bit.ly/2TBH14U  

5.奉獻:「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
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
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拉基書 3:10) 

讓我們一起以奉獻敬拜神，領受上帝豐盛的
恩典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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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你“困”了嗎？ 
講員 陳慕義弟兄 

經文 約 15:1-6；林後 4:7-10、4:16-18 

一、Lockdown(封城、受困)與 Reopen(解封、釋

放)的屬靈經歷 

1. 外在與內在各種形式的受困 

2. 不問“為什麼”、而是問“學什麼”？ 

二、受困環境中神的作為 

1. 是神的手在修剪 

2. 認識自己的有限 

3. 經歷天父的拯救 

4. 使我們結果更多 

三、摩西經歷受困 

1. 愛百姓卻靠自己-神還不能使用 

2. 逃外邦寄居牧羊-神的修剪製作 

3. 認識神法則心意-神大能的僕人 

四、如何面對生命中的受困 

1. 看見~至暫至輕的苦 

2. 知道~末後必有指望 

3. 宣告~寶貝在瓦器里 

 

背誦：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

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 4:7) 

默想： 

1. 你曾經受困嗎？神如何帶領你走出來的？ 

2. 你正在受困嗎？和組員們一起禱告，宣告神的

寶貝藏在我們瓦器裡，我們必要經歷神大能。 

Hebrews 4:16 

Let us then approach God’s throne of grace with confidence, 

so that we may receive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us in our 

time of need. 

The throne of God is to His children a throne of grace. 

The presence of God to His beloved sons and daughters is a 

sanctuary of blessings. 

The call for all of us is to draw close to our heavenly Father with 

confidence: 

Confidence in the Father's love for us. 

Confidence in our position in His beloved Son Jesus. 

Confidence in God's abundant grace to meet all our needs. 

Confidence in God's mercy to forgive and comfort us when we 

come short. 

Confidence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Christ's intercession for us 

before the Father. 

Confidence in God's almighty power to keep us steady on our way 

to the eternal glory. 

We who are on this faith journey are always in need of God's 

mercy and grace. 

Thank God for His throne of grace is always open to you and me!  

《楊家書弟兄分享》 

《希伯來書 4章，16節》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
憐恤，蒙恩惠，做隨時的幫助。』 

對神的兒女來說，祂的寶座就是施恩的寶座。 
神與心愛的兒女同在，是祂賜福的避難所。 

我們眾人的呼召，是坦然無懼地親近天上的父： 
相信天父對我們的愛。 
相信我們在祂愛子耶穌裡的身分。 
相信神豐富的恩典能滿足我們一切需要。 
相信神的豐盛的憐憫會寬恕和安慰我們。 
相信基督在天父面前為我們代求。 
相信全能神的力量，會幫我們持續走在永恆榮耀的道路
上。 

我們在信仰的旅程中，總是需要神的憐憫和恩典。 
感謝神，祂施恩的寶座永遠向你我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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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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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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