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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中的兒子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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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
福音，也信了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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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14)
以弗所書一章中，特別說到我們所得到的
福氣，就是藉著信耶穌基督，得到了兒子的
名分。因這個名分，並得到永遠的生命，也
使我們成為後嗣，得到父神的產業。這一切
都是根據神的預定，也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受
死，所流出的血，使我們罪得赦免，並得永
生，且受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
的憑據。
求主耶穌將一顆渴慕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使我們可以在生活中，在一切的環境中，讓
神的旨意成就，就是要我們的生命有改變，
可以被父神拯救，而且因著聖靈成聖，得到
兒子的名分，可以成為後嗣，得到父神的產
業。
什麼是父神的產業？就是生命的豐盛，認
識神的兒子，從父神得到權柄，有能力釋放
被罪及魔鬼捆綁的人，使人與神與人和睦，
成為和平之子。
衣弟兄
……………………………………………
715 讀經列車-3
9/1 已經開了喔!
列車長：簡進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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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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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防疫警戒期間，請大家做好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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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聚會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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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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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自備吉他)
費用：$1000 (全勤全額退費)
報名：https://forms.gle/X9pF71dgv5HCXjRY9
5.只有從神的話語中，我們才能明白神的自己，
因為認識神兒子的人就有永生！但願我們都能
天天的讀經禱告！今天就讓我們一起進入新的
一班列車--愛的「恩言號」讀經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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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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失去勇敢的心

【主日聚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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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立凡弟兄
12:24-25；書 1:7-9
經文 來 10:35,33-40；約
擘餅聚會
10:15~10:35
10:35~11:10
敬拜讚美
11:10~11:55
路得 vs 耶洗別
紀念主
Hebrews 10:35
一、基督徒的美德：勇敢的心
So do not throw away your confidence; it will be richly
1.人一生下來進入爭戰中：生、死、離、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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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warded.
能活下去，常常需有勇敢的心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umption and confidenc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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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生抉擇需有勇敢的心：
is
that
the former is based on self-knowledge,
self-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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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耶穌、作主門徒、結婚生子女、工作、出國 and self-purpose, whil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another source
--- namely, God's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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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matter of fact, self-knowledge, self-ability and self二、基督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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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ose always end up coming up short. But God's truth
1.活出生命：
will always be proven trustworthy and rewarding.
So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v. 38) Faith begets
成熟的生命讓神得榮耀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死了結出
許多子粒來
2.活出恩賜：
成為他人的幫助-得產業
我們的經歷-幫助人

life in Christ. Faith also guides and sustains life with
Christ.
Faith is what's required to hold on to the confidence in
God's truth. Faith enables us to persist 'til the end when the
Lord will be there to meet us with the reward of a crown of
life!
Dear fellow sojourners on this journey of faith, let not
the enemy discourage us with trials and sufferings along
the way! Instead, let God use them to serve His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and readying us for our rich rewards!
《楊家書弟兄分享》

三、所有人生關鍵：神的同在-「神的話、神的靈」
1.神與他們同在：約瑟、摩西、約書亞、大衛、
約伯、主的門徒們
《希伯來書 10 章，35 節》
2.所有失敗原因：神離開了以迦博、參孫、以色列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
賞賜。』
3.聖靈內住澆灌：聖靈大能、聖靈恩賜

背誦：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
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
同在。』
(書 1:9)
默想：
1.每天都有神的同在嗎？如何得到神的同在？
2.疫情中小組不易實體聚會-我們如何彼此相愛及
發揮恩賜？

這裡的假定和信心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倚靠自己的
知識、能力和目標，而後者是根據另一個來源——即
神的真理。
事實上，自己的知識、能力和目標總是會落空。而
神的真理將永遠被證明是值得信賴和有益的。
所以義人必因信得生。（第 38 節）信心生在基督裡
的生命。信心也在基督的生命裡被引導和維持。
信心是堅守神的真理所必需的。信心使我們能堅持
到最後一刻，到時我們與主相會時，將從祂領受生命
的冠冕！
親愛的天路客旅們，在這信心的天路歷程中，別因
仇敵而來的試探和苦難而灰心！相反地，讓神使用它
們來成就祂的旨意，使我們更加剛強，並預備我們去
領受豐盛的獎賞！
《林新梅姊妹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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