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子的名分 2 

神在創世記中給我們的福分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

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

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             (創 1:26)  

『亞當是神的兒子。』         (路 3:38)  

當神創造亞當時，父神的旨意就是要亞當

像神，有神的聖潔和神所賜的權柄，可以管

理神所造的一切活物。「兒子」是長大成人

，而且有神榮美的形像，所以當亞當還沒有

失敗前，路加福音就稱亞當是神的兒子，他

有權柄來管理神手中所創造的一切活物。 

但是，亞當還不完全像神，雖然他是照著

神的形像和樣式被創造的，仍需要考驗，如

何證明他是神的兒子？在於亞當能不能順從

神的命令，能順服神的話語，亞當和神的關

係越來越親密，到末了會因靠近神而得到神

兒子的榮耀。 

兒子是彰顯父親的榮耀，主耶穌在世上為

人子的時候，也是凡事上學習順從。讓父得

到完全的榮耀，也給順服祂的門徒，得著一

條成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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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警戒 8/24-9/6 保持為第二級， 

本教會所有活動配合防疫政策修改而調整。 

1.教會主日崇拜、禱告會採行「實體」、「線

上」同步聚會，因室內聚會改為 80 人以下，

若想參加主日實體聚會，請向小組長或辦公

室預約登記。兒童主日學仍為「線上聚會」，

歡迎大家連線參與。 

2.陸續已有小組實體聚會，歡迎各小組多多相

約在教會聚會喔! 

3.《研經系列-四福音心領神會》開始報名囉！ 

 講師：俞麗珊 牧師 

 時間：9/11~11/27(六) 下午 2:00~3: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需要學習上線操作方式者，請洽辦公室） 

 報名：http://line.me/ti/g/22Che9oI6h 

 課前會：9/4(六)下午 2:00 約 30分鐘 

目的：1.測試線上大家都能操作順暢，說

明每次上課操作上的注意事項。 

2.簡單自我介紹，彼此認識，預備

心進入馬太福音課程。 

 

 

 

 

 

 

     《四福音課程》    《吉他班課程》 

4.《吉他初階班》 

老師：沈志憲老師 

時間：9/17~10/22 (每週五)共六堂課 

19:30~20:30 

費用：$1000 (全勤全額退費) 

報名：https://forms.gle/X9pF71dgv5HCXjR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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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讀經列車-3 
9/1要開了喔! 

列車長：簡進盛弟兄 

http://line.me/ti/g/22Che9oI6h
https://forms.gle/X9pF71dgv5HCXjRY9
http://line.me/ti/g/22Che9oI6h


 

 
 

主 題 將要來臨的逼迫 
講員 衣慎行弟兄 

經文 
約 15:19-20；彼前 5:8、4:12-14；羅 13:1；林後 11:14； 

帖後 2:10-11；啟 17:14；賽 9:6-7 

一、政權逼迫的歷史 

二、順服神設立的政權 (羅 13:1；彼前 2:13-14) 

三、撒旦的政權 (約一 5:19) 

1.存在的目的 (彼前 5:8) 

2.如何達成目的 

A.欺謊的靈 (林後 11:14；帖後 2:10-11) 

B.人心剛硬 

C.撒旦的國度 (13:1) 

3.如何執行? 

A.世界統一政權 

B.來自政權的逼迫 

四、最後的結局 (啟 17:14；賽 9:6-7) 

 

背誦： 

『親愛的弟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

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

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

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彼得前書 4:12-13) 

默想： 

1.如何避免受謊言的影響？ 

2.如何預備迎接主的再來？ 

Hebrews 7:25 

Therefore He is able to save completely those who come to God 

through Him, because He always lives to intercede for them. 

  What is it like to have Jesus interceding for us before God? Why is it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Jesus interceding for us before God? 

  First. We need an Intercessor. We're on a spiritual journey we can't make 

it on our own because of our human frailties and the enemy of our souls is 

setting traps along our path to trip us. 

  Second. We need an sympathetic Intercessor who knows how to intercede 

for us... an Intercessor who understands our struggles and knows our needs. 

Jesus as the God-Man does. 

  Third. We need an Intercessor who has the ears and heart of God so that 

He will always prevail before God on our behalf. Jesus is the beloved Son of 

God, and He is the One who completely surrendered to God's will when He 

walked on earth. 

  Fourth. We have in Jesus an Advocate who knows what's best for us and 

He always has our best interests in mind. His love for us is unwavering no 

matter how unstable we are towards Him! 

  Because of who Jesus is and what He is doing right now in heaven before 

the mercy seat of God, we can be certain that our salvation is secure and He 

will be there receiving us at the end of our journeys!  

《楊家書弟兄分享》 

《希伯來書 7章，25節》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
活著，替他們祈求。』 

  耶穌在神面前為我們代求，這是怎樣感受？為什麼讓耶穌在
神面前為我們代求這麼重要？ 
第一，我們需要一位代禱者。因為人性的軟弱，我們正在一

段無法靠自己完成的屬靈之旅上，而我們靈魂的仇敵也在路上
設置陷阱，想要絆倒我們。 
第二，我們需要一位富有同理心的代禱者，祂知道如何為我

們代禱……一位了解我們的掙扎，並了解我們需要的代禱者。 
而耶穌是神，但祂也具有完全的人性。 
第三，我們需要一位代禱者，父神的耳和心都與祂相連，所

以祂永遠代表我們去得父神的聆聽。耶穌是神的愛子，祂是這
世上完全順服神旨意的那一位。 
第四，我們在耶穌裡有一位中保，祂知道什麼對我們最好，

祂總是把我們最大的益處放在心上。即使我們對祂有時不夠堅
定，但祂對我們的愛永遠堅定不移！ 
因為耶穌的身分，以及祂現正在天上父神施恩座前所做的事

，我們可以確保自己的救恩是安全無虞的，並在我們旅程結束
時，祂會在榮耀裡迎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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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要來臨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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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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