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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天父的擁抱系列一

主日信息：呼叫阿爸父

講員：王葉忠 傳道

領受天父兒女的核心身分，並確認繼承產業。

流程

活動內容
準備 1.聚會前 30 分鐘抵達並做好場地、器材預備。
30min 2.保持愉快舒適的氣氛。(輕聲播放輕快讚美的詩歌或音樂)
3.同工會前一起禱告並笑臉相迎。(手機關閉或靜音)

人員
組長
同工

1.鼓勵組員帶新人來，並營造歡迎的氣氛迎接。
全組
2.座位安排：讓新人和邀請者坐在一起，並讓他的兩側都坐小組員。
3.歡迎新人：先讓小組員簡單自我介紹（姓名與工作），再邀請新朋
友介紹自己，拍手歡迎，向新人說：「一次歡迎，永遠歡迎」。
破冰 活動名稱：吃西瓜
同工
道具:無
15min 說明:以接續動作的方式進行，有趣點在反應不過來或停頓的時候。
動作一往左：右手掌橫舉在嘴巴前面(模擬西瓜)，由右往左滑，同時
發出「咻」模擬吃西瓜的聲音。傳給左邊的人，左邊的人接著傳。如
果發出「咻~咻~」兩聲，就跳過一個，由左邊第二個人接著傳。
動作二往右：左手掌橫舉在嘴巴前面，由左往右滑，同時發出「咻」
模擬吃西瓜的聲音。傳給右邊的人，右邊的人接著傳。如果發出「咻
~咻~」兩聲，就跳過一個，由右邊第二個人接著傳。
進行方式：
1.主持人問，夏天吃甚麼。大家要回答，吃西瓜。接著主持人開始。
2.遲疑沒有連貫或動作錯誤都算醜一。主持人可由出醜的人當。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組長
15min 1.【在你寶座前】 https://youtu.be/OVgfb379eSw 一人一句輪流開口讚
或
美神的屬性和作為，禱告結束進慢歌，繼續敬拜：
歡迎
5min

2.【神羔羊配得】 https://youtu.be/eVGtl90Siy8
3.Soak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bry1J4iOU
請小
組長按著聖靈感動為全組或個人說造就、安慰、勸勉的話，也求主醫治身
心靈，之後再結束禱告。

見證
靈修

同工

組長
1. 與主題相關性的見證 (1 人-事先安排或現場鼓勵)
同工
2. 靈修心得分享(1 人-請小組長務必帶領分享)
【羅馬書 8:15-17】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
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
經文
同證我們是 神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和
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八月份的主題是活在天父的擁抱中，今天所要講的主題是:呼叫阿
話語
組長
爸父，這是聖經的應許，透過耶穌基督的救恩，讓信耶穌的人可以叫
40min
他阿爸父。八月份有個重要的節日－父親節。爸爸的責任就是要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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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覺得很有愛很安全很舒適。
【問題討論 1】請分享你父親的基本形象？嚴肅沉默型、慈愛體貼
型、樂觀型、負責型、缺席型。一件對父親印象深刻或令你感動的
事。
一、爸爸是男人最了不起的名稱
為何這麼說？因為上帝自稱天父，我們在天上的父，聖經說：你們
可以呼叫我阿爸父，祂讓信耶穌的人叫他阿爸父，也就是說上帝用同
等的稱呼在有兒女的男人身上，表示上帝是非常看得起男人的。
1.可以當爸爸是一種祝福
在傳統宗教觀念裡，兒女是上輩子虧欠他，這輩子來討債的，所以
孩子不乖你好像也無可奈何，也沒有要好好經營的心。我信耶穌讀了
聖經之後才明白，兒女是神所賜的產業，所以做爸爸是上帝的祝福。
因為生育的能力是上帝給的，孩子生在我們家中，我們有血緣關係，
是上帝要祝福他，這二種觀念的差異非常大。爸爸是很了不起的名
稱，有孩子是祝福！
2.兒女叫你爸爸是幸福
爸爸是很喜愛兒女叫他爸爸，兒女能叫爸爸是一種幸福。父親節不
一定要買禮物，多開口叫他爸爸就是最好的禮物。
信主前，我的恨我的傷是從爸爸身上來的，因為當初我的媽媽癌症
過世不到一年，爸爸就再娶阿姨，所以我恨我父親，阿姨對我也百般
刁難，當時我心中暗自下了狠心的決定 ：從此不再叫他爸爸！整整
二年多我不叫他爸爸，我這是在折磨誰呢？其實是在折磨我自己！
在預備信息的過程當中，我被神醫治了！我發現可以叫爸爸是幸福，
是滿足，因為我有爸爸，我可以叫爸爸了。
羅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
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神告訴信耶穌的人說，你不是
奴僕，你是兒子，是指你已經有這個身分了，所以你可以呼叫：阿爸
父。親愛的弟兄姊妹和新朋友，你可能還沒有認識這位上帝，他要做
你的父親，這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但是我們往往會因為地上父親的
負面印象，而覺得這位天上的父親，應該也很嚴厲、離我很遠、我怕
他。因為我之前有二年沒有叫爸爸，所以當我讀到聖經裡面的阿爸父
時，我的眼淚也潰堤了。上帝知道我需要叫出阿爸父， 當我叫出來
時，我已經被神醫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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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叫阿爸父是這麼的好，這麼幸福。天父上帝要讓你知道，不管
地上的爸爸如何，你信了耶穌，上帝就是你的爸爸，而且要讓你叫他
爸爸，可是我們卻不常叫，也不敢叫，甚至有人覺得噁心。這是我們
的問題，因為過去我們的心靈像孤兒一樣，是被地上的父親傷害的。
兒女叫爸爸是幸福的，上帝要我們叫他爸爸，為什麼？上帝一定有
他的心意，從聖經來看上帝給爸爸的祝福是…。
二、上帝創造爸爸為要帶給後代祝福
父親的本分除了撫養兒女長大，供應生活的需求，最重要的是爸爸
要帶領這個家庭來認識上帝。如果我沒有帶兒子來信上帝，上帝的祝
福就無法臨到我的兒子。但上帝的祝福是要延續給後代的，一代一代
祝福下去。上帝要使用爸爸帶給後代的祝福就是：
(1)養育兒女的本分
也許未信耶穌的人會認為，我能夠賺很多錢，養育兒女，可以買很
多東西供應他兒女，但是我要告訴各位，所謂養育不只是物質方面
的，還有心靈的養育，心靈的養育常是地上爸爸做不到的。每一個人
的心靈都需要愛，只是人的愛很有限、是有條件的。孩子功課好就送
禮物，你好我才要愛你，你很吵鬧我就叫警察來，這是我們常見的教
育方式。爸爸養育兒女的本分，除了供應生活、教育上的需要，還有
心靈上的需要。(例如)我的爸爸常常不在家，他回家就帶玩具給我，
我雖然開心，但是心裡沒有滿足，因為爸爸並沒有陪伴我，我需要爸
爸時他不在，他也沒有抱過我，這些都無法用物質滿足。養育最重要
的部分是，爸爸的愛要能夠滿足孩子，是心靈的需要。
(2)保護兒女 的本能
保護兒女是上帝給爸爸的本能和責任。聖經中記載的許多男人都是
保護家庭的。舊約聖經一開始的亞伯拉罕保護妻子撒拉、兒子以撒。
新約聖經中，耶穌的爸爸約瑟、媽媽馬利亞，因為耶穌一降生就面臨
希律王要殺他的危險，因此耶穌的爸爸約瑟就必需帶著馬利亞和耶穌
開始逃亡。家中大大小小的事男人都必需要承擔，保護兒女是上帝給
男人的本能和責任。
(3)透過爸爸認識上帝
我和太太在教會服事，自然我兒子就是在教會長大，然後他信了耶
穌。孩子在教會長大是很重要的，根據我的觀察，無論是自己的孩子
或是教會其他的孩子，無論他的功課、工作、婚姻如何，他們始終都
在上帝的手中。我們信耶穌的人很重要的責任，就是帶兒女進教會受
洗，成為上帝的兒女。我的兒子在高中受洗，他自己經歷神愛他、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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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赦免他，他和神有真實的關係。所以爸爸有影響力，爸爸將孩
子帶進教會，讓他認識天父帶來祝福，在聖經中也有相關記載。
創世記26:24 當夜耶和華向他顯現，說：「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
的神，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要賜福給你，並要為我僕人亞伯
拉罕的緣故，使你的後裔繁多。」亞伯拉罕信了神之後，神就祝福他
的兒子以撒，這處經文就是神向以撒說，你不要害怕，我會與你同在
，會賜福給你，使以撒後裔繁多，並要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經
文強調因著爸爸的緣故，所以爸爸是很重要的！因著屬靈的原則，爸
爸帶孩子進教會認識神、信耶穌，一代接一代，神都有祝福！
希伯來書 11:20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11:21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著
杖頭敬拜 神。11:22 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
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這是一代接一代的祝福，亞伯拉罕到以撒、雅各
、約瑟這四代，祝福最後這一代成為以色列族，就是現在的以色列國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信耶穌後來成為一個國家，這是上帝的祝福！
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祝福，通常是錢多、房子大、車貴、存款多，這些
當然是祝福！但是上帝的祝福是要祝福下一代，神的祝福是，我們這
一代好，代代都要好！
神延續祝福的地方就是教會，這個地方告訴你，聖經怎麼說你就怎
麼做，上帝就會祝福和應許，上帝是你天上的爸爸！
【問題討論 2】請分享一件對父親印象深刻、令你感動、影響你很深
遠或對家人帶來祝福的事。
三、呼叫上帝阿爸父
羅馬書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

神的兒女；

(1)知道自己是誰
一個人要知道自己是誰，不然他的人生就沒有方向，也不知道為誰
而活。我們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女，但是我們是否擁有？知道不等於擁
有，我們是否常常使用這個身份向上帝禱告，就像是我知道我是我爸
爸的兒子，但是否常常沒有告訴爸爸我的需要，還有表達你愛爸爸的
心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誰的兒女，如何過在地上的日子？就基督徒而
言，地上的父親會給你一些所需的，重要的是，天上的父親要帶領你
走完這一條人生的道路！上帝是你天上的父親，他一直都在，他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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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你為什麼而活，在地上的日子你要活出神兒女的身份。
羅馬書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
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2)心靈得醫治
我們常常會以為我們只是僕人，會害怕不敢叫阿爸父，因此我們呼
叫：「阿爸！父！」這是神的應許！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們要常常呼
叫阿爸父，這樣可以使我們的靈裡得滿足， 神聽了會很喜悅，關係
就會越來越親密，讓我們的心靈得醫治，感受天父的愛在我們裡面。
既然是神的兒女，我們就要呼叫他，地上的爸爸都希望他的兒女叫
他，更何況是天上的爸爸，我們應該很久沒有叫上帝爸爸了吧！我們
比較常叫他耶穌、主啊、父啊、天父，或是禱告時說親愛的耶穌，很
少喊「天父爸爸」這四個字，現在我們一起來喊「天父爸爸」三次！
(3)繼承神的產業
羅馬書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和基督同
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上帝是我的
阿爸父，上帝的兒女就是後嗣，後嗣就是上帝的繼承人。上帝所有的
你都有權領取，更特別的是我們可以「和基督同作後嗣」，就是和基
督一起成為上帝的繼承人，包括一同受苦和一同得榮耀。成為上帝的
兒女有享受也有受苦的過程，但是天父、基督也和我們一同，重要的
是最後和他一同得榮耀，得勝得獎賞，我們要繼承神的一切。包括：
(1)教會的事，就是神的事，因為教會是神的身體，(2)神的工作－傳
福音， 所以我們也要一起傳福音，傳福音會受苦，但是會得榮耀，
(3)教會裡面的人要彼此相愛，這是耶穌基督的新命令，基督徒彼此
相愛，天父就會很喜悅。天父怎樣愛我們，我們就要怎樣彼此相愛。
所以繼承神的產業，就是神的兒女要傳福音、要彼此相愛就是這麼簡
單，將來得獎賞。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呼叫阿爸父就是要恢復你的身分，要常常呼
叫，才會記得自己的身分，記得自己和天父爸爸有親密的關係！
【問題討論 3】雖然地上的父親不十全十美，但是你是否經歷各樣天
父的恩典，醫治、保護和引導？(小組長可以安排人做見證。)
也可以操練呼叫「天父爸爸」。
1.八月份宣教奉獻對象是：CCMN 貓宣教士 Abigail，請代禱和奉獻支
持。
15min 2.【培育課程報名】E3-基督精兵營:8/31-(報名截止日:8/18)，E2門徒建造營:9/7-(報名截止日:8/25)。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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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月起幸福小組開始整隊，請踴躍參加！
點心 剛才沒有分享和作見證的人，可以藉此機會分享。並享用點心。
在你寶座前
神羔羊配得
在祢寶座前 我獻上我的敬拜
感謝祢的十字架 感謝祢付上代價
我高舉雙手 揚聲敬拜 願救恩
擔當我罪和羞愧 使我完全
歸與寶座上的神
賜下奇妙恩典 感謝祢無比大愛
在祢寶座前 眾天使俯伏敬拜
感謝祢釘痕雙手 寶血洗淨我汙穢
讓萬國萬邦 在天上說
使我瞭解 祢完全包容赦免
願救恩 歸與寶座上的神
(副歌)
(副歌)
神羔羊配得 坐在寶座上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頭戴著尊貴冠冕 祢作王到永遠
救恩 榮耀 都歸與我們的神
來尊崇讚美 耶穌神兒子 從天降下被釘十架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羔羊配得 神羔羊配得
頌讚 權能 都歸與我們的神
直到永永遠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