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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朋友，主内平安。
在特大范围的区域内造成大疫情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彻底颠
覆了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常规。原本健康的人会突然得
病，不久死去。每个人都会被感染或感染他人。出门在外时，人人自
危，生怕周围的人都是病毒携带者，稍不留意就会被感染。人们根本
没想到，人际相会此时必须受限。教会的集体敬拜得暂改为线上敬
拜。2019新冠肺炎并非在全球首次发生的大流行病。曾有天花、疟
疾、霍乱、肺结核、流感和艾滋病在全球肆虐。然而，这回的疫情有
个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信息技术的影响在其中大为显著。信息技
术对人有益，也对人有害。信息技术帮助国家进行一致性、全面性的
调度。就拿目前来说，虽然不见面，但我们还能和别人联系。然而，
信息技术也捏造了大量的假消息，迅速传播恐怖感。
在这疫情严重的时刻，我们应当持续保重身体和心灵的健康。
摄取营养丰富的食物，可增强体内免疫力，而上帝的话对维护心灵健
康不可或缺。我们不能对上帝的良善失去信心，应当继续持守我们在
基督里的盼望。在基督里，我们当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
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1）。
本期，我们将研读并思想的是《士师记》、《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士师记》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列
王时代开始前的一段以色列历史。《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
《歌罗西书》都是使徒保罗在狱中写的。但书信中全无消极悲观的情
绪流露。使徒保罗提醒信徒要同归于一，指出异端邪说的危害性。此
外，我们还将阅读关于升天节-五旬节的专题短思。此系列文章提醒
我们，虽然基督不再有形地活在我们中间，但基督的子民并没被丢弃
不管。适逢基督耶稣教会的堂庆，我们也将一起学习本教会总会总主
席的祝词。但愿本期内容滋润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灵命保持健康。
[邱隆泰传道/张翼啸]

度日不智与上帝施助
《士师记》叙述约书亚死后至以色列列王时代开始前的一段以色列历史。
在约书亚领导之下，应许之地或迦南地已分配给以色列民了，以色列各支
派分得了土地为业。未分得耕地为业的利未族分得了分散在以色列其他支
派的地业中的城邑与可供他们牧养牲畜的城邑的郊野。“耶和华应许赐福
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记》21:45）。
但遗憾的是，以色列民不明智，不恪守上帝的每一条命令，他们并没照上
帝的吩咐，灭尽所有的迦南地土著《士师记 1》。在以色列民中尚存留的
迦南地土著，常诱使以色列民跟从他们的思想品德、信仰和敬拜模式。结
果上帝屡屡惩罚以色列民，任凭他们遭周围外邦人的欺压。尽管如此，
《士师记》记载每当以色列民悔改，向上帝求助时，上帝总会兴起一位领
袖——当时称为“士师”的人——带领以色列民奋起抵抗，击败欺压他们
的外邦人。
《士师记》反映了以色列民欠缺明智。他们领受了上帝如此之多
的美善和眷顾，但他们不忠心，常违背上帝的旨意。虽然上帝从不含糊，
对罪施罚，但祂不丢弃自己的子民。上帝依然关注他们。阅读并思想《士
师记》时，别以旁观者或审判者自居，而是应当便阅读便省察自己的生
活。这一向以来，您是否努力遵从上帝的旨意，从不妥协？对能使您忽视
上帝旨意的周遭事物是否常保持警惕？当您遇到问题、患病、感到惧怕、
深感内疚等状况时，是否即刻寻求上帝的帮助？但愿上帝帮助你我明智度
日。[陈仙果传道/张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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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一日
星期五

没拔掉的刺
《士师记》1

在

以色列民进入并夺取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之前，上
帝已经很明确地命令他们毁灭应许之地的本地人，并且拆毁
所有有关祭拜偶像的祭坛以及祭物，包括偶像在内（《出埃及记》
34:12-13；《民数记》33:51-52；《申命记》7:25-26；12:2-3；
20:16-18）。这毁灭的目的是让以色列民不受这些民族信仰和生活
方式的影响，因为这些民族是祭拜很多偶像的。
可惜的是，以色列民没有全心全意服从上帝这一命令。他们
让应当毁灭的当地人住在他们中间。让这些外邦人活着的原因有几
个。约书亚领导之时的基遍居民案子，以色列民是因为受骗才与他
们立约的。他们之所以受骗是因为他们在立约之前没有事先求问上
帝（《约书亚记》9）。可惜的是，这受骗的经历却被忘却，导致他
们让其他的外邦人活着（《士师记》1:21-36）。以色列民没有意识
到这些外邦人住在他们中间是如同体内的刺。他们的存在让上帝眼
中看为恶的祭拜偶像变为明显，之后便让以色列民受影响，也跟着
他们祭拜偶像。以色列民这一行为表示他们不以上帝居首位并违背
了上帝十诫中的命令（《出埃及记》20:3-5）。因此，以色列民将
受到上帝的惩罚。
以色列民的疏忽提醒我们不要向微不足道或看起来毫无意义
的罪恶妥协。这种看起来“小”而微不足道的罪久而久之将束缚并
摧毁我们的生命。举个例子，一个基督徒如果让自己爱上不同信仰
的异性，久而久之这位基督徒便会离开自己的信仰。如果您不要因
感染而生病，那就不要让刺刺伤您自己。您是否已经断然拒绝罪
恶？[陈仙果传道/洪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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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二日
星期六

与他人相处中的限制
《士师记》2

出

埃及后的已成年的以色列人已被上帝惩罚并死在旷野了，因
为他们违背上帝的话。因此，能够进入并打败迦南地的一代
是那些出埃及时年龄在20岁以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继承应许之
地的一代，就是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无论出
埃及的以色列人还是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经历了上
帝的同在，上帝以他大能的手已经带领他们。他们在路途中也已经
亲眼看到了上帝伟大的作为。
第二代去世之后，下一代已经不需要为了夺取迦南地而争
战。他们的任务是管理那地以及进行宗教活动。可惜的是，他们并
没用通过讨主喜悦的生活态度来回应上帝对他所立的约的忠实。相
反的，他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败坏。他们成为不认识上帝的一代。
他们忘记了上帝与上一代的同在。他们行了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
情。他们离弃了上帝，去事奉巴力和亚斯他录（2:10-13）。他们这
样做因为受到了住在他们中间的其他民族的影响。其他民族的存在
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导致他们走向背道的生命。这些事情发
生因为他们没有限制与他人的相处。若是违例越界、就会导致
偏
离。
在与他人——尤其是与不同信仰的人——的相处中，我们要
设定限制。相处中的限制很重要，好让我们不受诱惑，不效法他们
的习惯、生活方式以及与我们信仰相反的信念。如果我们在相处中
没有限制，那么不好的相处将让我们远离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刺伤
主的心。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上帝惩罚我们就不奇怪了。您在与他
人的相处中是否已经设定好限制了？[陈仙果传道/洪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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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三日
星期日

面对试验
《士师记》3

从

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以前是个奴隶，他们每天都要按照埃及
统治者的命令做苦工。从埃及出来后，他们要为了夺取上帝
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争战。他们要从住在应许之地的居民手中夺
取那地。因此，突然间他们必须成为准备战斗的战士。感谢上帝，
因着上帝的帮助，他们不断获胜。几乎上帝应许的所有城市成功被
占领了。然而，约书亚领导之下时，仍还有一些城市及其居民尚未
被以色列民成功征服（3:3-5）。
这些被留下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邦人是为了试探或者试
验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忠心（3:1,4）。有趣的是，第2节写道让这些
外邦人住在以色列人周围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学习战事。所谓“学
习战事”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观察圣经里记载的战争，很明显，以
色列人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擅长战争，而是因
为他们依靠上帝。因此，战争是一种试验，试验以色列人是否敢于
依靠上帝。
以色列人与当地人的通婚导致敬拜中的妥协。以色列人便开
始祭拜别神（3:6）。这证明以色列人没有经受得住考验，属灵上的
战争他们已经输了。身为信徒，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穿戴上帝所赐的
全副军装，这样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11-20）。记
得魔鬼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倒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
魔鬼的诡计（《彼得前书》5:8-9）。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跌在祭拜
别神的罪中，是因为他们不遵守上帝叫他们毁灭迦南地居民的命
令。您是否意识到不遵守“小”事（规定）将导致“大”违反？
[陈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洪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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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四日
星期一

事奉是一种尊荣
《士师记》4

巴

拉是亚比挪庵的儿子，居於拿弗他利的基低斯。那时，在夏
琐作迦南王的是耶宾。上帝拣选巴拉成为以色列民的元帅来
抵挡耶宾的将军西西拉。西西拉有铁车九百辆的装备，所以是一支
强大的军队。而巴拉的军力是一万的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4:17）。很可惜，巴拉胆小怕事，不敢独自领军。他要求底波拉，一位
在当时作以色列士师的女先知，来与他一起领军并肩作战。巴拉在
底波拉的支持下就率领军队。上帝溃乱西西拉和他的军队，西西拉
唯有落荒而逃。巴拉就追赶有铁车装备的敌军，把他们杀灭（4:1516），但是西西拉却成功地脱身。巴拉继续追赶，最终却发现西西
拉死在一个名叫雅亿的妇女手中（4:17-22）。西西拉的死亡制伏了
耶宾，最后他也被灭绝（4:23-24）。
巴拉是上帝所拣选的领袖来制伏西西拉和他的军队。但很可
惜，他不敢单单仰赖上帝而已。他要有底波拉的支持，才愿意当领
袖。结果，杀死西西拉的尊荣，就落在雅亿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手
中（4:6-9）。在教会里，上帝已经赐下恩赐给每一位信徒。但很可
惜，有许多信徒不清楚自己所拥有的恩赐，还有一些却不愿意使用
自己的恩赐来服事。须知只有当一个人事奉时，他所拥有的恩赐才
能有所发挥。教会也须提供会友服事的机会，甚至鼓励他们来参
与。而会友也须将自己献上来服事主。我们要把事奉的机会视为上
帝赐给祂儿女们的一种尊荣。在新约里，主耶稣称赞尽忠职守的仆
人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那无所作为的仆人却被称为“又
恶又懒的仆人”（《马太福音》25:14-30）。您是一位又良善又忠
心的仆人吗？[陈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林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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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五日
星期二

回应上帝的美善
《士师记》5

以

色列民能打败西西拉的军队纯粹是因为上帝的帮助。本日经
文是以色列民战胜后所唱的凯歌。从《士师记》5:1的希伯来
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首诗歌是底波拉所唱的。巴拉出生于基低
斯，属拿弗他利一带（4:6）。而基低斯城是一座逃城（《约书亚
记》20:7），是利未支派所住的地方。因此，极有可能巴拉是源自
于利未族。有鉴于以色列敬拜中的乐师都是利未的后代，因此可想
而知这首诗歌是先由底波拉独唱，而巴拉在旁伴奏。
底波拉之歌呈现了三件重要的事：第一，战争不仅是两国或
两族之间的问题，而与上帝也是息息相关的。以色列民的胜利同时
也反映了上帝战胜迦南地的诸神。因此，底波拉的回应是，“我要
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5:3）。底波拉
邀请以色列民唱“……应当颂赞耶和华！”来回应（5:2，9）。上
帝的子民当称颂上帝，因为祂以前曾帮助他们，而如今上帝也赐给
他们胜利（5:4-11）。第二，请留意底波拉的诗歌也表达了上帝的
公义（5:11）。当以色列民离弃上帝时，上帝就惩罚他们；当以色
列民悔改时，上帝就帮助他们，同时也惩罚欺压以色列民的迦南
族，如此就体现了上帝的公义。第三，特别高举一位名叫雅亿的普
通主妇，因她勇敢地杀了敌军的将军，西西拉（5:24-27）。底波拉
的带领和雅亿的英勇事迹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那个时代，男人比
女人更受到尊重。
底波拉之歌是回应上帝帮助的众多形式之一。现今，每个信
徒都从上帝领受了各式各样的恩惠，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
您曾为上帝的恩惠作出什么回应呢？[陈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林贞
兰]
读经运动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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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六日
星期三

在上帝以外会吃亏！
《士师记》6

罪

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却会带来上帝的惩罚。在本日经文
中，以色列民行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效法当地
居民去拜巴力。他们敬拜其他神明的举动引起上帝的愤怒，所以上
帝就兴起米甸人来攻击以色列民，并且制伏和压制他们七年之久。
他们要逃命住在洞穴里或在山上他们所认为安全的地方。每次他们
撒种后，米甸人就会来毁坏土产，并抢夺他们的牲畜。以色列民不
能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他们生活被欺压！他们损失惨重！这个情
况导致他们向上帝呼求祂的帮助（6:1-6）。
圣经解释上帝时时愿意垂听那些醒悟自己的罪过而祈求上帝
饶恕的人。上帝也回应了以色列民的呼求，祂差遣了一位先知。他
提醒以色列民他们所以会遭受逼迫，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上帝的吩
咐，没有远离当地居民的神明（6:8-10）。之后，上帝就兴起一位
名叫基甸的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欺压。基甸向上帝求记号
来印证自己是被上帝所拣选来拯救以色列民。然后，基甸就做了两
件事：第一，拆毁以色列民长久以来所敬拜的对象，就是巴力祭
坛。透过祭坛的拆毁，基甸盼望以色列民能悔改并归向上帝。第
二，基甸聚集了以色列人来建立军队与米甸人争战。第一个行动是
对上帝命令所作出的回应（6:25），而第二个行动是因为上帝的灵
降在基甸的身上（6:34）。基甸的努力是在于上帝采取主动来拯救
以色列民，使他们归向上帝成为属于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因为不
服从上帝而吃亏。您是否已尽力无时无刻地服从上帝一切的命令
呢？[陈仙果传道/林贞兰]

10

读经运动 2020 年

五月
七日
星期四

得胜在乎上帝
《士师记》7

当

美国和伊朗发生摩擦后，第三次战争成为沸沸扬扬的热门话
题。这种情况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战争一定会造
成许多的伤亡，巨大的耗费也会使战争国的经济崩溃。在本日经文
中，以色列民必须打仗来抵抗米甸人。米甸人的军队庞大，有十三
万五千人（8:10），他们具备丰富的作仗经验。反观以色列的军
队，他们只有三万两千人而且不擅于打仗。尽管米甸人与以色列人
的军队强弱悬殊，上帝仍决定将以色列的军力再次减少至三百人。
显而易见，以色列军是以寡敌众！但是，减少军队是上帝的命令，
所以基甸必须服从。通过天差地别的军队，上帝显示了战争的胜利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军队的数目不是决定以色列民战胜的因素！
以色列民打败米甸军的记载成为我们人生的借镜。对一个基
督徒而言，每次的成功，无论是学业上，事业上，生意上或其他方
面，都当将之视为上帝的恩典。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袖手旁观。上帝
对基甸的要求是他必须跟随上帝给他的一切指示：基甸必须以三百
人来搅乱敌军。这表明基甸须完全仰赖上帝的能力。对现今的我们
而言，就意味着一个中学生或大学生必须勤奋学习才能毕业。一位
商人必须殷勤办事让他的生意兴隆。但是，在我们责任范围以外的
事，我们就必须依靠上帝，而且要深信上帝能用我们所意想不到的
方法来帮助我们（比较《出埃及记》14:14）。您是否已惯常在您生
活的每个领域里依靠上帝呢？[陈仙果传道/林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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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八日
星期五

耶和华掌权
《士师记》8

基

甸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起初，基甸的行动被自己的同胞
所轻看。譬如，当基甸向疎割人和毗努伊勒人求饼给他疲乏
的军队时，都被他们所拒绝。他们甚至冷眼相待基甸，认为他不可
能打败米甸的王，西巴和撒慕拿，及剩下的一万五千人军队。藉着
上帝的帮助，基甸轻而易举捉拿米甸的二王和惊散全军。得胜后，
基甸就找疎割人和毗努伊勒人，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之前竟敢不
把他放在眼里。于是用野地的荆条和枳棘责打疏割的长老，又拆了
毗 努伊勒 的楼 ，杀了 那城 里的人 。后 来他也 杀了 西巴和撒慕拿
（8:5-21）。
基甸大胜了米甸人，因此以色列民立他为士师来治理他们
（8:22）。他们愿意服从，并让基甸管理他们。但是基甸的回应却
出人意外，他竟然拒绝他们的请求，并说唯有上帝才是真正治理他
们的王（8:23）。基甸能有如此的觉悟是令人钦佩的！然而基甸要
求用金子制造以弗得的主意，却成为了他的网罗，因为后来以色列
民竟然敬拜那以弗得（8:24-27）。
基甸的领导故事教导每位已达到成功巅峰的人三件重要的
事：第一，当我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我们会被引诱去炫耀自
己的功劳和能力，并且会漠视上帝的恩典。第二，当我们功成名就
时必须警惕，使我们不致跌倒并毁掉我们经年累月的努力。须知信
心的奋斗是一生的奋斗。第三，每位成功人士应当思考他将留给下
一代什么遗产。当我们长年累月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最终被我们的继
承者毁于一旦时，这将会是个悲剧。[陈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林
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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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九日
星期六

心狠手辣只为夺权
《士师记》9

无

可否认，有权有势的地位都是每个人所追求的。当一个人掌
权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尊荣，受人的崇拜和服务。因此，我
们常常会遇见一个人费尽心机来争取权势，包括利用狡猾和肮脏的
手段。当一个统治者大权在握后，他会不择手段地保卫和扩张自己
的势力。这就是亚比米勒所行的，他是基甸从示剑妾所生的儿子。
亚比米勒野心勃勃，他挑唆母亲的家族雇用匪徒的手来杀害七十个
同父异母的兄弟们，让他独揽大权。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之
久。亚比米勒以心狠手辣得权，但却不能持久，因他所行不讨上帝
的喜悦。后来示剑人出卖亚比米勒，立以别的儿子迦勒为领袖。但
是他们作乱不遂，反而被亚比米勒杀了。后来亚比米勒屠杀出卖他
的示剑楼的居民约一千人。当亚比米勒努力扩展他的势力夺取提备
斯城时，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
的脑骨。上帝就是如此报应亚比米勒和所有示剑居民所行的恶，因
为他们杀了基甸的众儿子。
历代以来，千方百计争权夺位的事件，都是司空见惯的。甜
蜜的空头承诺和虚假消息是贪爱权势的人惯用的手段，连基督徒也
不能豁免。他们为了得到权力，也会不择手段。因此，每个基督徒
都应时常觉悟到其实真正的掌权者是上帝。上帝不喜悦人为了争权
夺利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您愿意谦卑自己来跟随上帝的旨意吗？
[陈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林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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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日
星期日

信心不能掺杂！
《士师记》10

以

色列是上帝的选民。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
上帝时常插手帮助祂的选民。无人可以拦阻上帝的旨意和计
划。可惜，上帝在以色列民历史中的伸手介入却未能“满足”以色
列民。他们之所以不满足，是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他们
轻易地被引诱模仿迦南地的原住民，敬拜他们能看见的神明，如巴
力，亚斯他录，亚兰的诸神，西顿的诸神、摩押的诸神，亚扪人的
诸神，并非利士人的诸神。他们“抛弃”耶和华。请留意10:6“离
弃”和“不事奉”的词汇。
离弃上帝而去敬拜其他神明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会带来上帝
的怒气！没有任何神明能够使以色列民脱离上帝的愤怒和惩罚。以
色列民的背叛使上帝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上帝任
由他们经历十八年的欺压（10:7-8）。在这种窘迫和被欺压的情况
之下，他们才“醒悟”到原来他们已经得罪了上帝（10:10）。可
惜，他们的觉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却没有体现在行动上。上帝
强调以色列民会遭遇苦难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而去敬拜外邦神
（10:11-14）。最后，以色列民悬崖勒马，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诸
神。他们的悔改最终使充满怜悯的上帝不忍心，当祂看见以色列人
所受的苦难时，就心中担忧（10:15-16）。
按照新约的教导，我们深信每个信徒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救赎大功，就能得到救恩或罪的赦免。本日经文提示我们，信心或
“相信”主耶稣的定义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其他的得救途径，这当然
也意味着我们要预备好离弃罪恶。您是否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并
相信没有其他救恩之道？[陈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林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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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一日
星期一

被赶逐，但却卓越
《士师记》11

几

年前出现了Madesu这个术语——意思是“暗淡的未来”——
还有Madesir——意思是“未来消失了”。以上这两个术语通
常是用在一个——根据多人的估计——不可能有美好未来的人身
上。这就是耶弗他经历的。耶弗他的父亲是基列，而他的母亲是妓
女。因为当妓女的以色列妇女肯定被立即处死，所以可以猜测耶弗
他的母亲不是以色列人。在这样的背景中，耶弗他被自己的大家庭
和国民排斥，他们的用意是叫耶弗他不可在基列地承受产业。因
此，耶弗他逃避到陀伯地，位于基列的拉末东边约20公里，是以色
列 东部边 界以 外的偏 远地 区。在 那里 ，耶弗 他和 匪徒一 同聚集
（11:3），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家和工作的穷人。但是，上帝在耶弗
他身上另有旨意。当以色列遭亚扪人攻打的时候，基列的长老请求
耶弗他回来带领与亚扪人的争战。基列人似乎知道耶弗他是个勇于
争战的人。当然，他们是很惭愧的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他们曾经
赶逐耶弗他（11:7-8）。简单的说，耶弗他和他的军队杀败亚扪
人，取得大胜利。这样，上帝提升了耶弗他的地位成为卓越！
耶弗他的这段历史教导我们不可欺人太甚。上帝有主权整顿
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仿佛看似没有美好未来或是我们不喜欢的人，
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的帮助。即使我们无法看见或是明确的晓得未
来将发生何事，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耶
利米书29:11），他也要我们过着荣耀他的生活（以赛亚书43:7）。
我们也要意识到，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塑造我们，是必要经过漫长
的过程的。我们的责任是要有耐心和顺服的跟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的计划。[陈仙果传道/陈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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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二日
星期二

不切实际的自私态度
《士师记》12

以

色列人应该以极大的喜乐来看待耶弗他杀败阿们人的胜利，
因为一向以来亚扪人是欺压和困扰以色列人的民族。靠着上
帝的恩典和帮助，耶弗他能够杀败他们。但是，以法莲人却负面的
看待这个胜利。他们并非欢喜快乐，反而向耶弗他发怒。他们特意
越过撒分，只为责骂耶弗他，因为他们觉得耶弗他没有招他们同去
争战。他们的愤怒使他们威胁要用火烧耶弗他和他的房屋。他们生
气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称赞，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想要参战。他们也曾
经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基甸（《士师记》8:1-3）。但是，耶弗他对以
法莲的态度与基甸不同。基甸称赞以法莲人，为要平息他们的怒
气，而耶弗他却坦白的说自己已经招他们去抗敌，但他们不要。这
两件事显示以法莲人有长期抱怨的倾向。耶弗他深信是上帝将亚扪
人交在他的手中。以法莲人根本不应该抗议！接着，耶弗他招聚基
列人与以法莲人争战。最后，以法莲人不切实际的自私使他们取得
败果，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12:4-6）。
基督徒也会有不切实际的自私态度。如果我们因无法实现自
己的愿望而感到被轻视，或感到自己的存在被忽略时，我们就发脾
气并威胁周围我们认为是轻视我们的人，要记得，这样的态度是自
私的态度，其后果就是我们自己吃亏。对我们重要的是，要永远意
识到我们的成功永远与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帮助和插手有关。倘若
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达到的和别人所达到的都是上帝保守的明证，是
为每个人所预定的，这样的意识将克制我们因嫉妒他人功绩而产生
的自私态度。[陈仙果传道/陈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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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三日
星期三

看见了上帝，但还活着
《士师记》13

上帝特意的向他的子民显现是发生在人类的始祖——即亚当和夏
娃——的时候，也在上帝选民的历史的开始，即以色列民。之后，
上帝差遣使者和先知们向他的子民传达他的旨意。在本日经文中，
主耶和华亲自来见玛挪亚和他的妻子。他说出两件事：第一，玛挪
亚向来不怀孕的妻子将生一个儿子（13:13）。必须提出，儿子是犹
太家庭的骄傲。第二，这个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作拿细耳人
（13:5）。有趣的是，上帝不止一次向玛挪亚的妻子显现，而是两
次（13:3,9）。之后，上帝向玛挪亚显现（13:11）。在本日经文
中，起初所用的称呼是“耶和华的使者”(13:3,13,15-18,20-21；
参阅 6:11-12,21-22)。但是，在玛挪亚献祭之后，耶和华的使者在
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13:20），玛挪亚称“耶和华的使者”为
“上帝”，他的妻子也称他为“上帝”（13:22-23）。
玛挪亚和他的妻子意识到他们已经看见或直接的遇见上帝，
这是一件很紧张的事，因为以色列人相信凡看见上帝的人必要死
（13:22；《出埃及记》33:20）。但是，他们还活着的事实说明上
帝要向他们传达他的旨意，就是玛挪亚的妻子将生一个上帝的拿细
耳人，这显明他们不会死，乃是获得上帝的恩典。
作为罪人，当我们遇见至圣的上帝时，其实我们是应当灭亡
的。但是，充满大慈爱的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救赎我们，并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上帝将这样的
救赎恩典赐给每一个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并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
的救主的人。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
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陈仙果传道/陈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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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四日
星期四

上帝的道路难于测透
《士师记》14

参

孙自在母腹中已经被耶和华立为拿细耳人。但是，参孙自年
少时的生活方式却是一团糟。他的父母非常的失望，当他们
知道参孙爱上一个住在亭拿的非利士女子，并硬要娶那女子为妻，
实际上，上帝已命定以色列人不可娶外邦女子为妻（《申命记》7:3
-4）。从人的角度，我们对参孙的欲望感到懊恼。但是，士师记的
作者说明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好让参孙有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士
师记》14:4）。当设摆筵宴的时候，参孙出了一个谜语和三十个非
利士的少年人打赌。原来他的妻子出卖他，以致参孙打赌输了，并
且必须赔上三十件里衣和三十套衣裳的赌注。参孙为了发泄怒气，
便在亚实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作为赌输的赌
注。这样，参孙和非利士人之间就种下了敌对的种子。参孙的岳父
母作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将参孙的妻子归给参孙的朋友们，这就更
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敌对种子。
上帝的工作方式是不容易测透的。从人的角度，我们有倾向
认为参孙自找麻烦娶了不忠心的非利士女子为妻，并且和狡猾的非
利士少年人打赌。对于参孙的父母，他硬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的请
求是一个令他们非常伤心的请求。我们也无法想象，上帝能够使用
这些恶劣的事来达到他为他的子民们所定的美意。在我们的生活
中，我们也不总是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有时任凭失败、意外、重
病、瘟疫、灾难、和其他恶劣的事发生在他的子民身上。你是否意
识到上帝的工作方式不总是你能够测透的，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也
能够使用任何我们看为恶劣的事来成就他的美意（《以赛亚书》
55:8-9;《耶利米书》29:11）？[陈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陈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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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五日
星期五

上帝护庇他的子民
《士师记》15

当

我们阅读关于参孙一个人击杀非利士人时，我们注意焦点不
应该集中在被杀的问题或参孙的英勇，而是在于上帝怎样的
庇护他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一方面，参孙和非利士人之间
彼此的报复不是我们模仿的榜样。上帝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充满仇恨
的人，一直的想怎样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报复。相反的，上帝要他
的子民成为一个仁慈和宽宏大量的人（《马太福音》5:39-48）。主
耶稣也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到七十个七次”——表示要无限制的饶恕
别人（《马太福音》18:21-22）。主耶稣甚至亲自的给予榜样，藉
着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路加福音》
23:34）。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能够使用一个又粗鲁又怀恨
的人来保护他的子民。我们必要意识到在参孙的时代，以色列人在
非利士人的统治下遭受欺压。当注意在士师记14-15章，在参孙的故
事中显明非利士人是又狡猾又残暴的民族！为要保护上帝的子民免
受非利士人的凶残就需要参孙的凶暴。
本日经文教导我们两件重要的事：第一，当我们有权力的时
候，我们不可以专横跋扈。专横跋扈只会引起感到被欺压一方的报
复。如果权力是用来保护我们权力之下的人，这样的权力就会持续
更长的时间。第二，如果我们处在被欺压的情形，我们要相信上帝
必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帮助的源头。如果上帝静默不言，可
能上帝正在预备我们的帮助。要记得，上帝动工的方式是我们无法
预先测透的。你是否意识到，像参孙这样一个又粗鲁又容易被欲望
控制的人，能够被上帝使用来护庇他的子民？[陈仙果传道/邱隆泰
传道/陈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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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六日
星期六

上帝的计划永远都成功
《士师记》16

参

孙的故事是可悲的故事。当他的父母提醒他不应该娶非利士
女子（他肉身的英勇没有伴随着他心灵的力量。他无法控制
自己的私欲以致容易被女人的甜言蜜语诱惑14:3）的时候，他也不
敏锐也不悔改。想起参孙死后，葬在他的父亲的坟墓里（16:31），
可能是当他的父母死后，参孙跌入迦萨的妓女的诓哄中（16:1），
以及爱上名叫大利拉的非利士妇女（16:4）。参孙这种禁忌之爱的
冒险导致致命的后果。大利拉不只是情欲的奴隶，也是守财奴。他
并非真的爱参孙，因此，为了钱（16:5），大利拉拼命的诓哄参
孙，要探出他有大能力的秘密。最后，陷入情欲网罗中的参孙将他
有大能力的秘密告诉大利拉，以致非利士人成功的克制他，因为上
帝已经离开他了（16:20）。接着，参孙被拿住，双眼被剜，下在
监里。
参孙这个可悲的故事是要提醒每个认为自已经成功的信徒，
无论是职业的成功或是服事中的成功，都要永远记得是上帝使我们
成功，也要永远记得，倘若上帝没有扶持我们，在一瞬间我们也会
失败和跌倒。感谢主，在参孙生命的尽头，他醒悟了并寻找上帝，
以致他死的时候并不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是作为一个信心的英雄，
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为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压迫。
参孙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上帝的计划
肯定成功。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参孙是一个不能控制私欲的人，我们
就会认为参孙不会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原来上帝以自己的方式来
使用参孙，甚至在参孙生命的尽头，上帝恢复了他的信心。第二，
在交往中，参孙并不在乎他所当遵守的限制，以致他死得非常可
悲。你是否了解和遵守任何你不可以违反的罪恶界限？[陈仙果传
道/邱隆泰传道/陈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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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七日
星期日

以上帝的旨意为重
《士师记》17-18

叁

孙死后，以色列中没有具威望的领袖了，以致“各人任意而
行”（17:6）。这可怕的结语表明当时没有绝对的真理，也
就是说，没有适用于任何人的普遍真理，所有真理都是相对性的。
这意味着，人人可凭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米迦之母对其子的态度
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米迦偷了母亲的钱。知道钱被偷去后，她
咒诅那偷钱的贼。米迦听了，立即归还所偷之钱。米迦之母知道原
来贼就是自己的儿子时，就将咒诅变为祝福。米迦有了神堂，神堂
里有自己制造的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还雇用了利未人作他的祭
司。这样一来，米迦既敬拜上帝又敬拜外邦的神。他以为这神也
拜，那神也拜，将会使他安全，又能领受更多福分。殊不知他这样
做，伤了上帝的心。
这种信仰混杂常见于生活目标或方向只是寻求福分的人之
中。他们盼学校/大学的成绩优良，有高职位，存款多多等等。具
有这种生活目标或方向的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去“求福、获福”。
但基督徒却不然。凡要跟从基督的人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顺服
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路加福音》9:23）。所谓“舍己”就
是不顺从私欲，而是顺从上帝的旨意；所谓“背起十字架”就是应
当甘心经历任何事，包括惹人愁烦的事，但求上帝的旨意能在我们
的生命中成就。您是否情愿以上帝的旨意调整甚至有必要的话改变
您的计划？您是否敢于将与上帝旨意抵触的一切事物置之一旁不
顾？[陈仙果传道/张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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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八日
星期一

以色列民的道德沦丧
《士师记》19

本

日经文叙述以色列民远离上帝，道德大沦丧时的状况。他们
的道德沦丧与罗得时代所多玛城的道德沦丧有相似之处。请
注意在《创世记》19:5里的“任我们所为”和在《士师记》19:22里
的“与他交合”均是同性性交的意思。在上述两处经文里，两个屋
主都分别表示愿将自己的女儿献出替代男客交给恶徒玷污（《创世
记》19:8、《士师记》19:24）。这点说明当时女性极被轻视。将男
客视为比女孩更为宝贵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在本日经文里，那利
未人对待自己的妾的做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残忍。那妾是他从父
母家里领回来的。遭到祸害威胁时，他抓住那妾交给恶徒去凌辱，
而他自己却呼呼大睡，不知那妾天快亮时，回到他住的房门前，倒
毙在那里了（《士师记》19:26-27）。
《士师记》的最后五章说明以色列民之所以道德沦丧是因为
当时在以色列无王，各人任意而行（17:6、18:1、19:1、21:25）。
但我们不能单凭字面意义去理解上述说明。根据整部《圣经》的真
理教导，可清楚看到，上帝要祂自己的子民尊祂为王（请参阅《诗
篇》5:3；10:16；24:7-10；44:5；47:3、7-8）。以色列民不尊上
帝为王，导致他们无所凭借，任意而行。理当带领民众敬拜上帝的
利未族也未能恪尽职守。愿意被米迦雇用成为他家神堂的祭司的利
未人就是一例（《士师记》17:7-12）。本章叙述的利未人道德水准
也极为低下。在当今时代，上帝要我们每个信徒都能以祭司的身份
向世界传扬上帝的作为（《彼得前书2:9》。您是否已守本分，执行
祭司的职责？[陈仙果传道/张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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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九日
星期二

谨防骗局
《士师记》20

在

基比亚城中，惨无人道的匪徒轮奸了一位利未人的妾导致那
女人死亡，这件事最后造成便雅悯人与其他以色列支派之间
连绵不断的内战。这场内战起因始于死者丈夫利未人把妾的尸身切
成十二块，差人传递到以色列四境。除了这种挑衅行径，再加上他
见证中部份似是而非的骗局（20:4-5）。这位利未人没有直接讲述
实际上是他自己把妾拉出去交给匪徒任他们凌辱（19:25）。这位利
未人其实只顾自己并非为了爱妾。他在基比亚人和全以色列人中挑
拔离间的目的无非为自己发泄心中恨意，想报仇雪恨。侭管利未人
的证词太过夸张，我们有必须领会基比亚人的罪也非同小可，因为
同性性行为与罗得时代所多瑪城的罪同样严重。所以以色列人下定
决心要严惩基比亚人就不足为奇了。恰恰相反，很遗憾便雅悯支派
中却有许多人盲目捍卫基比亚人，导致爆发悲幓的内战。内战中死
亡的英勇战士高达几万人，其中有以色列人也有便雅悯人。这场内
战几乎造成便雅悯支派灭族。他们为了捍卫基比亚这些惨无人道的
居民而遭受惨重的损失。
骗局是导致朋友，弟兄，家庭甚至国家民族之间纠纷和杀戳
的 因素之 一。 如今我 们很 容易通 过官 方媒体 （电 视，报 纸和书
籍），或者社交媒体获取讯息，只可惜部分广传的讯息却是骗局。
可悲的是竟有许多人笃信不疑，甚至拼命捍卫骗局。 您一般上收到
或听到某些有趣的消息时采取何等行动？立刻转播或先查明真相？
[陈仙果传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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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二十日
星期三

当上帝子民中无领导者
《士师记》21

便

雅悯人捍卫惨无人道的基比亚人去敌对以色列其他支派的态
度确实是致命的错误。对以色列其他支派而言，便雅悯人无
疑已失迷，当被视作如迦南人一般，是以色列人必须连妻带儿都一
齐杀灭的“敌人”。然而，当便雅悯人战败逃之夭夭时，联系在以
色列其他支派与便雅悯支派之间的兄弟之情复萌生，对便雅悯人产
生深切怜悯。内战后的便雅悯只剩下男丁600人（20:47）。作为以
色列人他们不许与迦南本地女子通婚，同时以色列其他11支派也发
过誓不会把自己的女子嫁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发过的誓必须
遵守。所以这个誓言使便雅悯人面临绝种。
以色列人在伯特利齐聚为便雅悯人哀哭，筑了一座坛，献燔
祭和平安祭与上帝重修复关系（21:1-4）。可能献祭目的是要让便
雅潣支派剩余的人可以归入上帝子民的队伍内。当以色列民查核聚
合人数时发现基列雅比人不参加齐聚，所以便同意把基列亚比人杀
尽，只留下未嫁的处女。然后以色列民与便雅人重修旧好。便雅悯
剩余的人可以归回所继承的土地居住。未见杀的400名基列雅比处女
便归便雅悯人为妻。就吩咐另外200名未分配到妻子的便雅悯人，当
庆贺耶和华的节期时，每年有好多示罗女子出来跳舞，他们可以去
抢来为妻（21:19-23）。作为现代信徒，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特别
是我们所读的士师记中这最后三章，使我们覚得又怪异又伤感。这
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皆因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个国家领导人，并且他
们“任意而行”（对照21:25）。您是否擁有一位能讓您服从的屬灵
領袖？您是否甘心情愿的遵行上帝已在祂的命令中明示的旨意？[陈
仙果传道/邱隆泰传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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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并非孤身一人！
与我们常相厮守的所爱之人或暂时或长久甚或永远不在身边时，都会使
我们怅然若失，心中难免落寞悲苦。主耶稣了解人的这种感觉，因此，
祂应许永远陪同世上的信徒。我们不会孤身一人，主耶稣自始至终与我
们同在！主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
音》14:16-17上）。“另外”的希腊原文是“ alos ”，意思是“另一
个，但仍属同类”——比如，左颊（另一个）不同于右颊。圣子上帝请
求圣父上帝差派上帝的另一位格，即是圣灵上帝永远住在信徒里面并陪
同他们在世上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这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19里
说的“使万民都作我的门徒”。符合上帝预定的计划，在五旬节那天，
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在旧约时代，上帝的灵不总是住在祂使用的人的
生命中，但从五旬节开始，上帝的灵永远住在信徒的生命中。
为使上帝赋予我们的在世上的使命得以完成，信徒不仅是上帝使用
的工具而已，上帝亲自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圣灵上帝改变我们的生
命，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受邀参与并完成祂在世上的使命。
在未来的11天里，一系列的灵修短思将帮助我们理解并反思圣灵
上帝降临后，在信徒生命中所带来影响和所起作用。就圣灵上帝的教
义，我们将探讨与之相关的数项话题，其中有：圣灵是什么？圣灵仅是
一种能力还是上帝的位格？圣灵在世上和在信徒生命中的角色是什么？
何谓受圣灵的洗？何谓被圣灵充满？信徒都要追求说方言的恩赐吗？通
过这一系列五旬节专题短思的研读与解析，求上帝揭示我们须知的真
理，从而让我们得以理解并有能力行出祂的话语。愿主耶稣赐福！[林贻
加传道/张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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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天节

五月
廿一日
星期四

基督升天与门徒的焦点
《使徒行传》1:6-11

主

耶稣升天之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
（1:3）。然而，三年又四十天在一起并没有使门徒领悟到主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使上帝的国度临到世上。当门徒们问及
以色列国的复兴时，主耶稣没有进一步说明时候日期，然而主耶稣
转移门徒们的主要焦点，就是要他们作祂的见证。“见证”一词源
于希腊文 “Martus”，意即受差遣出去的使者，代表君王宣示他的
权能。主耶稣就是君王，差遣门徒们出去作祂的见证。
对每一位基督的门徒而言，作见证不是选择，而是满有能力
的主所赋予的使命，因此作见证必须成为生活方式。主耶稣没有
说，“你们可以作我的见证，但也可以不作”，而是祂说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作见证。“能力”一词源于希腊
文“Dyna”，意即“爆发”。基督徒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过
着流水式生活的基督徒：每天工作，每主日上教会。这种类型的
人，生活的目标是舒适与本身的安全：年轻时富裕，年老时健康，
死后进天堂。第二种类型是“爆发性”的基督徒。他们不追求世上
的享受与舒适的生活，而是倒空自己让圣灵充满，让圣灵管理。其
生活的焦点是无论在何处，透过他们所做的任何事作基督的见证。
第二种类型的基督徒是敢于付代价，敢于舍己的基督徒，就像刚被
摇动的碳酸饮料罐。您是否敢打开像这样的碳酸饮料罐？如果您
敢，您就会感受到这碳酸饮料罐的爆发力。正如刚被摇动的碳酸饮
料罐一样，被圣灵管理的上帝儿女们的生活显示巨大的动力与力量
作基督的见证。我们不只是贴上基督徒标签的学生、商人、或家庭
主妇，而是在家中、教会、学校、校园、以及职场显明基督的见
证。您的生活方式焦点是不是作基督的见证？[林贻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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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二日
星期五

圣灵不只是能力！
《使徒行传》5:1-11

圣

灵不仅是能力，而是与父上帝及圣子同等——不更低或更
高——的三位一体上帝其中的位格之一。今天的经文里，记
载一对夫妇，亚拿尼亚与撒非喇欺哄圣灵的事（5:3）。“圣灵”这
一称呼接着以“上帝”替代，“……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
了。”（5:4）。使徒彼得间接的告诉信徒圣灵不仅是能力，而是上
帝的位格之一。请注意使徒行传10:38里，圣灵与上帝的能力有分
别。圣灵作为上帝的位格之一是完整的，与父上帝及圣子的位格是
相同的。
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几个特征。第一，圣灵是聪慧
的。是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信徒，并且叫信徒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
切话（约翰福音14:26）。第二，圣灵是有情感的。当信徒，即上帝
的殿，活在罪中时（以弗所书4:30），圣灵会担忧。第三，圣灵是
有意志的，使祂能按祂的意思将属灵的恩赐特别赐予每一位信徒，
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2:11）。圣灵的上述三个特征显示
圣灵不单是无位格的能力，而是具有聪慧、情感与意志的位格。
如果您已领悟到圣灵不只是存在于信徒生活中的能力，而是
上帝自己的位格，您是否已适当的尊祂为您生活中必须敬拜的上
帝？您是否已真正的倚靠祂，且在您的整个生活中等候祂的带领？
您是否已向主祈求使您能明白并遵行主的话，为您每日生活的指
引？此刻是否有使您不安的事而圣灵激励您认罪回转归向上帝？愿
圣灵时刻成为您此刻生活中的力量源头、安慰以及盼望。[林贻加传
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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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三日
星期六

创造世界与为基督作见证
《约翰福音》15:18-27

创

世纪 1:2 显示创造宇宙万物时，圣灵参与世界的创造。上帝
创造人类时，圣灵也参与其中（创世纪1:26，上帝说，“我
们要……”）约伯记26:13上记载，“借他的灵（原文希伯来文为气
息）使天有妆饰……”希伯来文“气息”意即灵。圣灵统治宇宙万
物因为圣灵参与世界的创造。
除了创造世界以外，圣灵在世上的工作是为基督作见证。约
翰福音15:26里，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要为祂作见证。这是否意味着
主耶稣的门徒们不需要作见证？不！他们仍然必须作见证（约翰福
音15:27），因为圣灵来，住在每一位信徒里面要为基督作见证。此
刻圣灵来，使人们能认识并相信主耶稣基督。
圣灵在世上的工作，即创造世界与为基督作见证，教导我们
两件事：第一，美好的世界反映创造主的美善。请想象您正处在一
个极为美好的地方。您能享受清新的空气；五彩缤纷的花朵；清澈
的河流；高耸的山峰；晴朗的天空；发光的太阳。这自然界的美
好，理应使我们的思维朝向极有创造性，且有权能创造这宇宙万物
的上帝。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您的祷告充满对上帝的赞叹？第二，向
未认识基督的人为基督作见证，不纯粹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与努力，
而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当我们在作见证时遭遇困难：被拒
绝、遭对抗、受嘲笑、被轻视，来到上帝面前吧，求祂赐给我们力
量，使得我们能向世人为基督作见证。如果您想作见证，但您不知
道如何去做，您必需做的是求主装备您自己，使您能为祂作见证。
如果教会举办为基督作见证的培训，拨出时间参加培训吧。[林贻加
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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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四日
星期日

叫世人知罪
《约翰福音》16:4下-15

基

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工作，是世人只能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感
受、记得、并领悟的历史作为。因此，主耶稣说，“我去是
与你们有益的。”（16:7上）。当主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时，祂差
遣圣灵来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16:8）。
“自己责备自己”（醒悟）是译自希腊文的“Elegcho”，意即证
明、证实、照亮。圣灵来使世人意识到罪、真理、以及审判的存
在。此外，圣灵来也拦阻那不法的，也就是借着恶行与罪恶败坏世
界的魔鬼所做的工作（帖撒罗尼迦后书2:7）。圣灵来到世上是要限
制罪行。虽然帖撒罗尼迦2章没有提及圣灵，显然拦阻不法的人的是
圣灵。
圣灵在世上所做的两件事——即创造世界与为基督作见证—
—教导我们两个真理：第一，上帝从来没有在这世上创造恶行。虽
然如此，我们必需意识到恶行不是就这样的出现，而是因为有偏离
主所创造的美善事物而出现的。例如：淫行是偏离主视为善的圣洁
的性。上帝始终都施展作为制止在这世上的恶行，如果上帝任凭这
世界充满恶行，可以想象如果这世界被恶行所控制，将是如何的败
坏。您是否已向上帝感恩，祂已限制了这世上的恶行？第二，上帝
始终施展作为，在这世界显明真理，就是祂将把人们所做的每一件
事，无论善或恶，带到主的审判中（《哥林多后书》5:10），使人
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并意识到自己需要救主。人们在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无能为力抗拒罪恶之前，是不会觉得需要救主的。您在努力使
您为他们祷告的人们，使他们意识到罪、真理与基督的审判时，是
否倚靠圣灵？[林贻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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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五日
星期一

住在信徒里面
《约翰福音》14:15-24

约

翰福音14:16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印尼文每日用语圣经中，
“同在”一词，被译为“住在一起”。因此，上述经节显示圣灵在
信徒身上的作为，就是住在信徒里面。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
心里（罗马书5:5），使信徒重生（约翰福音3:5），使信徒从圣灵
受洗（哥林多前书12:13），使信徒受圣灵的印记作为救恩的保证
（以弗所书4:30）。“受印记”一词是由希腊文 “Sphragizo”翻
译过来的，意即“保全”。因此，圣灵住在信徒里给信徒永远的身
份的保全/救恩的保证。
圣灵住在信徒里面带来什么影响？第一，使徒保罗提醒我们
要意识到我们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19）。我们无论做任何
事，间接的我们也使圣灵做同样的事。我们要在主面前持守圣洁的
生活以及纯洁的心，因为上帝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吃东西、度
假、上网、在社交网站或脸书贴照片；在推特上贴文时；或自己独
处时，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反映出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且圣灵住
在我们里面？
第二，面对罪恶时，有时会出现那恶者的控告说，“你怎么
会有能力停止这罪恶呢？你在这罪中已经浮沉了几十次，顶多你只
能起来一会儿然后你又会再跌倒，不是吗？你不配求主饶恕！”多
少时候，当我们要起来离弃罪恶时，在我们心里出现这样的控告，
说我们不可能起来战胜罪恶。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做什么？我
们应当记得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能
力，但圣灵，也就是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灵，会给我们能
力来胜过罪恶（参阅罗马书8:11）。[林贻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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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六日
星期二

祂每时每刻都是信实的
《罗马书》8:18-30

当

我们受苦时，圣灵没有袖手旁观。祂始终都忠心帮助我们。
当我们受苦并感到忧伤时；当我们因自己所犯的罪使我们感
到不配，难以来到上帝面前时；当我们在学业上、工作上或家庭中
遭遇失败时；当我们因感到忧伤而在祷告中无法向上帝说话时；甚
至当我们经历生活上说不出来的困难时，圣灵始终与我们同在，甚
至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如果您正在受苦，因您的罪而悲伤时，
来到上帝面前在宁静中与祂在一起吧。相信圣灵正在为您此刻所经
历一切生活上的困难替您祷告（8:26），且上帝必赐您力量。
无论我们在事奉上；领悟未来生活的方向上；或在采取决定
上需要引导时，圣灵始终都愿意引导我们的生活。曾经引导腓利向
埃提阿伯的太监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曾经在使徒保罗思考他
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异象时引导他的圣灵（使徒行传8:29；10:1920），必始终引导等候祂引导的主的子民。此刻您是否正在您的生
活中等候上帝的引导？如果您真的想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您必须与
上帝建立关系。正如我们因为与父母共同生活而能认出父母所喜欢
或不喜欢的，同样的我们必须透过上帝的话语与祂建立关系，使我
们能认出祂的引导。此刻您是否已与上帝建立关系？
圣灵也使我们能敬拜上帝，无论是个人或共同的敬拜。我们
能敬拜上帝是因为圣灵给我们能力（腓立比书3:3）。往往，我们的
敬拜会觉得枯燥。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在敬拜中没有倚靠上
帝。当您敬拜时是否真正的倚靠上帝？相反的，您是否随随便便，
甚至匆匆忙忙或迟到来敬拜上帝，而没有预备自己被圣灵引导？[林
贻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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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七日
星期三

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以弗所书》3:14-21

以

弗所书记述使徒保罗个人的二则祷告。第一则的祷告（1:1523）是为信徒的信心成长而感恩的祷告。第二则的祷告
（3:14-21）是当他希望信徒不要因他所受的患难而丧胆时的祷告
（3:13）。在第二则的祷告中，他祈求天父使信徒的信心能继续在
基督里生根建造。3:16里他特别祈求上帝按着祂丰盛的荣耀，借着
祂的灵叫信徒的信心刚强起来。在这节经文里“刚强”一词源于希
腊文的 Krataioo。新约里这个字被使用四次，其中三次是与身体的
力量有关（3:16；哥林多前书16:13；路加福音2:40），一次是与属
灵的力量有关（路加福音1:80）。透过以弗所书3:16，我们学习到
住在每一位信徒心里的圣灵会使祂的儿女们，无论是在身体或灵性
上刚强起来，以能持续经历基督的同在与慈爱（3:17）。
圣灵在信徒身上的作为显示于罗马书8:16。这节经文说，圣
灵始终与信徒的灵同在，并与信徒的心同证，信徒的身份是上帝的
儿女。您什么时候成为软弱的信徒？您是否在跌入罪中时软弱？您
是否在遭遇苦难或生病时软弱？您是否因被所爱的人伤害而经历苦
毒时软弱？无论此刻您的情况如何，主提醒我们祂必持续不断的使
您无论在身体上或属灵上刚强起来。圣灵必持续不断与我们的灵一
起作见证，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在上帝与祂的子民之间
的关系上，与其他宗教相比较之下，基督教信仰的特点之一。上帝
是父亲，祂的子民是祂的儿女，这样的描述显示极为密切的关系。
无论儿女的情况如何，好或不好，健康或患病，上帝是好的父亲，
始终都张开祂的手来接纳肯来到祂面前的祂的儿女们。如果此刻您
正在软弱当中，来到我们的父上帝面前吧。从心底深处让我们像一
首诗歌的歌词对祂说，“我知道天父保守看顾我。祂是美善的，祂
是美善的。”[林贻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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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八日
星期四

显明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拉太书》5:16-26

圣灵来住在信徒的生活中，不仅是使信徒在生活中得坚固，也使信
徒能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
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5:22-23）。以上详细列出圣
灵的果子当中，哪一部分是您觉得此刻最强烈显明在您身上的？哪
一部分是您认为最弱，此刻最少在您身上看到的？是什么拦阻圣灵
所结的果子出现在您的生活中？是否有过去的伤痕拦阻圣灵在您身
上所结果子的生长？此刻是否还有肉体的情欲控制着您？使徒保罗
说明，“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
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忌
妒、醉酒、荒宴等等”（15:19-21上）。唯有当我们任由圣灵引
领、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因为圣灵的意念与肉体的情欲是相抵
触的。
除了使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信徒的生活中出现，圣灵也随己意
将恩赐分给信徒（哥林多前书12:11）。圣灵将各种恩赐给信徒来事
奉，是为了共同的益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2:7）。住
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将装备信徒参与事奉。此刻您是否有参与事奉？
您是否认识并领悟到主赐给您的恩赐？如果您还没有认出您所拥有
的恩赐，我们教会的网站
http://glorianet.org/pptlib/smb/
karuniaroh.php 会帮助您认识您所拥有的恩赐。主的教会是基督的
身体，基督是教会之首。教会里每一位信徒理应彼此服侍来建立基
督的身体。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教会都有缺点/弱点，没有完
美的教会。然而，我们是否愿意参与遮盖缺点或我们只是成为观
众，甚至成为总是批评别人的评论者？我们来一起服侍主吧。[林贻
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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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廿九日
星期五

基督徒必须说方言吗？
《哥林多前书》12:1-11

为

什么有的教会要所有的信徒学习说方言？方言真的可以学且
标志着基督徒灵命的成熟吗？方言岂不是圣灵所赐的吗？以
上的提问使许多基督徒产生困惑，且可能也是您想提问的。
哥林多教会信徒有许多人有圣灵的恩赐。然而，问题产生
了，因这些圣灵的恩赐使许多信徒自傲。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每
一位信徒所领受圣灵的恩赐，各人有所不同，不需相同（12:11）。
各种恩赐的不同重复阐述于12:29-30。恩赐被赐下的目的是为共同
的益处，而不是为了标示灵命更成熟（12:7）。看起来引人注目的
恩赐——能医病、行异能、说方言与看起来平凡的恩赐——说智慧
的言语，说知识的言语是同等的（12:7-10）。使徒保罗说，爱比说
方言的恩赐更为优先（13:1，8）。“方言”一词源于希腊文 Glossa 。翻成“舌头说的话”更为正确。使徒保罗说舌头说的话听者不
能明白是没有用的（14:9）。教会的聚会中，五句能使人听明白的
话强如说万句方言（14:18-19）。全教会聚在一处一起说方言，如
果没有翻译出来，会成为不信者的绊脚石（14:23）。因为在敬拜
中，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因此保罗对教会的聚会中
说方言给予指示（14:26-28）。
是否每个人都必须会说方言？不！每一位基督徒从圣灵领受
特别的恩赐，一般来说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都不同。说方言以及其
他所有的恩赐，不是基督徒灵命成熟的标志。爱以及圣灵所结的果
子比恩赐更为优先（参阅13:1-3；加拉太书5:22-23）。在我们周遭
有许多假的“方言”。这显然是因为往往在各种地方说的方言是重
复说几乎相同的话语，是可以学或练出来的。此刻爱与圣灵结的果
子是否可以在您的生命中明显的看出来？[林贻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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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前

五月
三十日
星期六

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5:18-21

使

徒保罗提醒以弗所信徒，“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
被圣灵充满。”（5:18）。被圣灵充满是给予所有基督徒而
写的命令。使徒保罗将醉酒与被圣灵充满作比较。醉酒的人不能控
制自己的行为。控制他的行为的是情欲。而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由圣
灵来控制他的行为。正如一个被酒精充满，受酒精控制的人，被圣
灵充满的生命也是如此，是由圣灵的能力所控制的生命。19-21节
里，经历被圣灵充满的人，被描述为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
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时刻向上帝感恩；彼此谦卑、彼此顺服。
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他的生活中有明显的态度成为上帝以及众人的祝
福。
新约里，被圣灵充满的人可分为三类：第一，满有奉献心志
的人。被拣选来服侍耶路撒冷寡妇们的七个人，巴拿巴，以及在安
提阿刚悔改的门徒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使徒行传6:3，5；
11:24；13:52）。第二，受装备以承担特殊事奉的人。施洗约翰是
一个“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的人（路加福音1:15-17）。使徒保
罗从事奉开始就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9:17）。第三，受装备以执
行紧迫性特殊任务，而不是终身任务的人，如撒迦利亚（路加福音
1:67）以及殉道的司提反（使徒行传7:55）。
圣灵始终永远住在信徒的生命中，然而圣灵在生活中不完全
倚靠上帝的信徒身上会不积极的作为。是什么人或事物控制着您？
被圣灵充满的特征此刻是否可以明显的在您的生活中看出来？[林
贻加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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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

五月
卅一日
星期日

圣灵的洗
《哥林多前书》12:12-31

圣

灵的洗是圣灵使信徒进入基督的身体的作为，使所有的信徒
成为一个身体（12:12-13）。与赦罪同时发生的圣灵的洗只
发生一次，就是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时，且具有使
所有的信徒合一的性质。圣灵的洗与圣灵充满不同。圣灵充满是信
徒生活中接下来的过程。认为基督徒需要第二次圣灵的洗以能领受
特别的恩赐，如说方言以及医病的恩赐，使一个人能预备好被主使
用，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使徒行传里有三件事，看起来好像将信徒的悔改与接受圣灵
这两件事分开，就是：第一，已经相信腓利所传的道，但还没有接
受圣灵的撒玛利亚人（8:5-17）。第二，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已
遇见主耶稣，但他遇见亚拿尼亚之后才被圣灵充满（9:10-18）。第
三，被称为门徒的以弗所人却还没有接受圣灵（19:1-7）。我们必
需知道这三件事是特殊的事件。第一件事的特殊性，是因为使徒彼
得必须来到撒玛利亚强调救恩不只是赐予犹太人的，也是为撒玛利
亚人预备的（请注意，当时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是彼此为仇的）。
第二件事的特殊性，是因为上帝要强调祂已拣选使徒保罗向外邦人
传福音。第三件事的特殊性，是因为当时在以弗所的“门徒”们还
需要知道关于主耶稣的说明。
圣灵的洗是从主而来的确认，即一个人被接受为基督的肢
体。圣灵的洗在一个人悔改来到上帝面前时经历一次。圣灵的洗不
是预备领受恩赐以能服侍主。圣灵的洗在每日生活中，以基督为优
先的生活方式中明显的看出来。您是否已经历生命的改变？[林贻加
传道/姚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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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以弗所书》是公元61-62年间使徒保罗被监禁在罗马时写的，主要叮嘱信
徒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它首次明确地在本书信的1:9-10里提出，说上帝
要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
里面同歸於一”。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歸於一，與兩個处所相
關，一是天上，一是地上。信徒，特别是猶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代表在
地上的一切所有的。互相敌视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区分是需要予以克
服的阻碍（2:11-22），这样上帝使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旨意才
能成就。本书信的大部分阐述为使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上帝已
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以弗所书》由两个不相同但彼此相关的部分组成，即内载教义
的第1-3章和阐述道德劝勉的第4-6章。《以弗所书》均衡地讲述神学理论
和伦理道德。第1-3章的神学理论成为第4-6章的伦理道德的根基。第1-3章
里含祝福与祷告之语（1:3-23），为完成上帝使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
于一的永恒计划设计了框架（2:1-3:13）。本书信的前半部分以一句赞美
上帝的句子作结论。上帝被称颂为“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
们所求所想的”（3:20-21）之位格。
《以弗所书》的后半部分（第4-6章）含基于他们已在基督里同归
于一的底子提出的劝勉。使徒保罗劝勉信徒通过各种形式不同的事奉维系
合一（4:1-16）后，将旧人与新人（4:17-32）、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
（5:1-21）的生命作对比 。接着，他分别劝勉基督徒家庭中的每个成员
（5:22-6:9），最后，他的劝勉达到高潮，他呼召每个信徒要在主里作刚
强的人，为抵挡魔鬼的诡计，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6:10-20）。
[Edy Gurning传道/张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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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一日
星期一

在基督里的属灵恩典
《以弗所书》1:1-14

使

徒保罗开始这封信于介绍自己是以弗所书的作者并加上自己
的身份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说自己是基督使徒不但要
显示他属于基督，而是想强调他作为基督的使徒所拥有的权威，以
口传或书写向非犹太人传福音。
接着，使徒保罗歌颂上帝，因祂在基督里曾赐给信祂的人天
上各样属灵的福气（1:3-14）。福气的泉源就是天父（1:3），将福
气专赐给“我们”这班上帝的儿女（1:3）。那属灵的福气是在“基
督里”(1:3)。“在基督里”或者“在祂里面”这句话反复出现
(1:3,4,6,7,10,11,13)是要说明只有基督耶稣能让我们享受那属灵
的恩典。上帝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得名分（1:5）。借着基
督“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1:7）。借着基督，上帝叫我们知
道祂旨意的奥秘（1:9），就是照所安排的，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1:10）。在基督里，犹太人（“我
们”）得了基业（1:11-12）。在基督里，信基督的非犹太人（你
们）也是属于上帝，得着圣灵（1:13-14）。
我们经常忘记原来我们都已经、正在、将来也会一直享受天
父的祝福。我们经常忽略了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福气。当我们把上
帝的恩典等同于旧约中强调的物质恩典时，就会常常没意识到上帝
的恩典。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有一个恩典，人不能偷走也不会坏掉，
就是上帝赐予属基督的人的属灵恩典。为了抗拒遗忘，我们必须不
断地让自己想起基督给我们的属灵恩典。这个记忆将鼓励我们的心
赞美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祂让我们能在现在这个地上，以及以后在
新天新地里、与各个族裔的所有信徒一起享受祂的恩典。 [Edy
Gurning传道/林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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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二日
星期二

祈求能认识上帝
《以弗所书》1:15-23

上

一段经文的内容是向上帝的赞美（1:3-14），今天我们所读
的一段经文是向天父的代祷（1:15-23）。使徒保罗在祷告中
首先感谢父神上帝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心和热爱(1:15-16下)。人对上
帝的信仰能显示他是否在“基督里面”，这个会鼓励他爱所有在基
督里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族。
短暂的感恩后，使徒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代祷。第一个代祷
求上帝赐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真知道祂（1:17）。圣经里，上
帝的知识和认识是不止息的，而是在顺服人的生活里持续增长。第
二个代祷是求上帝让以弗所教会能明白属灵的事情（使你们知道，
1:18），让他们知道三件事：一、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1:18
下），就是得救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5:8），义（加拉太书
5:5），身体复活永远不朽坏（哥林多前书15:52-55），永生（提多
书1:2；3:7），盼望上帝的荣耀（罗马书5:2）。二、让以弗所的教
会明白“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1:18c）。三、
知道祂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1:19）。上帝的大能显
出在四个连续发生的事情， 使祂死里复活（1:20上）、叫祂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1:20下）、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1:22）、使祂
为教会做万有之首（1:23）。上帝这般的大能也同样赐予我们。
我们是否知道哪最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代祷？使徒保罗的代
祷成为了教会领袖的榜样，最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代祷是让会友能
认识上帝并明白属灵的事情。对我们也是一样，最重要的代祷是求
上帝帮助我们能更认识上帝并明白属灵的事情。[Edy Gurning传道/
林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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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教会75周年堂庆祝词
1945年06月03日，歌大邦（Ketapang）中
华基督教会的国语部正式另立为自治的新
教会，取名“中华基督教会国语堂”。虽
然仍在歌大邦中华基督教会旧址，但1945
年06月03日被定为国语堂正式成立的日
子。后国语堂改名为“Mangga Besar国语
堂”，之后，国语堂总会设立了，又改名
为“基督耶稣教会”。我们应当感谢主75
年来的带领与同在，基督耶稣教会才能不断发展到今天。
今年的75周年堂庆节目原本计划停当了。然而，新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所造成的危机打乱了人的一切计划。这场席
卷全球的危机，自2020年03月也波及印度尼西亚，基督耶稣教会也
受其害。不仅是诸多预定计划无法付诸实行，教会也必须采取措
施，应对无法避免的紧急状况和情势。在这让人倍感忧患的情况
下，基督耶稣教会总会响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中断新冠状病
毒的蔓延与扩散，呼吁全国人民进行社交与个体距离的号召，自
2020年03月22日，将聚集在礼拜堂的传统性主日崇拜暂改为信徒家
居线上敬拜，直至情势好转，又能在礼拜堂敬拜为止。我们这样做
并非害怕病毒感染或信心软弱。这是教会作为信徒相聚的机构对民
众和社会负责的具体表现。若对社交与个体距离的号召置之不理，
将给世人留下基督徒不近人情，不关怀民众的负面印象。
非传统性质的敬拜当然不理想。因为这种敬拜失去了传统性
敬拜的一些要素。尽管如此，敬拜是对上帝恩典与同在的反应，即
便在危机中，仍要保持。请记住，教会的实质是人，不是建筑。上
帝的子民在哪里聚集，那里就有教会。因此，敬拜不受建筑和地点
的限制，无论在何处都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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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非传统性的敬拜设施是教会为使主的子民周日无论在何处仍能
敬拜而付出的努力之一。我们希望非传统性的敬拜不会无休止地进
行下去，待情势许可了，在礼拜堂的敬拜将恢复如初。目前的危机
至少让信徒意识到往日能集体敬拜，这机会何等宝贵啊！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势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鼓舞人心的
事。由于响应保持社交距离的呼吁，信徒之间在教会见面沟通交流
的机会固然越发少了，但却理当能使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因
为彼此之间会有更多的时间共同度过。这机会应当珍惜，加强家中
的和谐关系与成员的信心成长，尤其是家人有机会共同参加线上敬
拜，形成一个家庭敬拜。此外，保持社交距离的呼吁也给予我们一
个更加亲近主，与主团契，读经祷告的宝贵机会。假如能将这机会
善加利用，势必有助于构建一种属灵纪律，积极影响我们的信心成
长。有望圣经导读本能对属灵纪律的落实助一臂之力。
尚有一点值得注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提醒每个人要
保重身体，优质营养对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康健的体魄需要充足
的营养。我们的灵命也不例外，若无充足且有序供给的灵粮，我们
的灵命不能健康成长。我们需要常被提醒阅读灵粮即《圣经》对信
徒的灵命健康和成长是重要的。我们得感谢主，继续使用我们教会
的“读经运动”。但愿圣经导读本仍能帮助我们教会的信徒灵命健
康。
在此，祝愿各位庆贺基督耶稣教会75周年堂庆快乐！愿主继
续赐福本教会，荣耀上帝之名！在这场全球危机中，但愿基督耶稣
教会永放光芒，成为美好的见证！
傅振渊牧师、博士
基督耶稣教会总会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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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庆

六月
三日
星期三

着恩典得救
《以弗所书》2:1-10

使

徒保罗描述了关于人在被救赎之前的三个状态：一、灵命死
亡（2:1）是指因罪与神隔绝。即使健康，富裕并且能够进行
各种快乐的活动，但尚未被基督救赎的人，如果他们无法回应上帝
和祂的话语，就是灵命死亡。二、作为罪恶的奴隶（2:2-3）。还没
被救赎的人不是自由人。而是被各种权势奴役的人，人无法击败，
就是世界权势（“今世的风俗”2:2上）、魔鬼（“空中掌权者”
2:2下）、肉体（“肉体的私欲”2:3）。三、活在刑罚里（“本为
可怒之子”2:3下）。上帝的愤怒是圣洁的祂对人类犯罪和罪恶的回
应。在基督之外，人类因罪而死；被世界、撒旦和肉体所奴役；并
受到上帝的惩罚。
第二阶段（2:4-10）以“然而，神”的句子开始（2:4）。
这句话与我们以前的绝望状态和我们现在的丰富状态形成了对比。
那是上帝主动改变了我们的处境和地位。但是，上帝做了什么，为
什么要这么做呢？从这段经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帝所做的就
是拯救我们（2:5下，8上）。祂用三个动词来描述救赎的工作，就
是“叫我们活过来”(2:5)，“叫我们复活”（2:6上），“一同坐
在天上”（2:6下）。所有这些救赎的工作都是由上帝通过基督完成
的。拯救的工作不是人类的努力，而仅仅是上帝的恩典。使徒保罗
用四个字强调了上帝的工作，就是因祂的怜悯（2;4）、祂的爱
（2:4），恩典（2:5下）和祂的恩慈（2:7）。
信徒生活中发生的奇迹改变, 全是上帝在基督里和通过基督
所做的工作。 我们曾经对罪和过犯说“是”，但是现在，由于上帝
的恩典，我们敢对罪说“不”，对真理和善良说“是”。今天是基
督耶稣教会75周年堂庆。这证实了75年以来上帝一直使用基督耶稣
教会辅助信徒向真理说“是”、向罪说“不”。这就是上帝要基督
耶稣教会忠心坚守的“行善”之工。[Edy Gurning传道/林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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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四日
星期四

促进合一与和睦
《以弗所书》2:11-22

今

天的经文谈论疏远。在上一段中，讨论的是人类与上帝的疏
远（2:1-10），而在我们今天读到的段落中（2:11-22），讨
论的是由于种族差异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远。
犹太人常常感到自己优越，而鄙视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接受
割礼作为祂立约子民的记号（2:11)）。这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争执
（2:14）。但是，基督并没有保持沉默。基督借着祂的死使交战的
两方相和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2:16）。通过死在十字架
上，主耶稣成功地“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2:15）。这废掉法律（所涉及的废掉不是取消道德法，而是取消
民法，即礼仪法，例如食品法，特别是割礼法）将两下借着自己造
成一个新人，且成就了和睦（2:16），另外，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
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2:18）。“一个”词出现了三次，这证
明基督的十字架使两下同归于一並不徒然。基督的十字架使敌对变
成了和平（2:14,15,17）。基督的十字架成就了一个新社会（2:1922）。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是天国的子民（“同国”，2:19），都
是“神家里的人了”（2:19），并且都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
在”（2:22）。
当我们离开上面理想的教会描述，观察今天的教会的现实
时，还存在疏远，仇恨和分裂。基督徒自己经常根据种族，肤色，
经济阶级，教育程度和学说来筑墙。使徒保罗提供的解决方案是，
我们必须记得自己的身份（因为不是割礼的犹太人，不属于上帝的
子民）（“记住”，2:1），以及我们今天的身份，因为基督而成为
上帝的子民。因此，我们不要建立隔离和仇恨的墙，而要寻求团结
与和平。[Edy Gurning传道/林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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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五日
星期五

上帝的奥秘与保罗的服侍
《以弗所书》3:1-13

在

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报告了神赋予他的特权，以实现神对
外邦人的旨意。在这段中，有两个类似的表达，就是“将关
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3:2)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
的”(3:7)。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指上帝给使徒保罗的两个相互关联的
恩赐。
首先，关于上帝的启示恩典(3:1-6)。使徒保罗说“谅必你
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
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3:2-3)。这奥秘是指
“基督的奥秘”(3:4)也就是说从基督而来的及关于基督的奥秘。基
督奥秘的内容是，由于福音信息，外邦人得到与犹太人相同的祝福
（“得以同为后嗣”），成为同一身体的成员，并得到与犹太人同
蒙应许(3:6)。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享受这三个特权。
其次， 传福音的恩典(3:7-13)。使徒保罗说“我做了这福
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3:7)。他必须将基督的奥秘的信息传达
给非犹太人(3:8-9)，这样，通过教会，神灵世界中的生物就可以明
白上帝的各种智慧，即是在这段经文中称为
”天上执政的”
(3:10)。在所有国家组成的教会中，人们正在表现出”百般的智
慧”。不仅仅是犹太人成为“上帝的住所”(2:22)。天上执政的如
今作证说，现在全国-不仅仅是犹太人-“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
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3:12)。
因为教会是基督在历史和福音中奥秘的中心，所以教会必须
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必须做个负责任的教会成员，并在我们
的教会积极服侍。[Edy Gurning传道/林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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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六日
星期六

祷告恳求圣灵的大能力
《以弗所书》3:14-21

我

们今天阅读的经文的开头是“因此”（3:14），表明了今天
阅读圣经是前一段的延续。 显然，促使使徒保罗祈祷的是基
督的和解工作（2:11-22）以及对赎罪工作的理解，这是基督通过启
示向使徒保罗揭示的秘密（3:1-13）。他之所以祈祷，是因为他知
道上帝所做的事情以及上帝向他所启示的事。这表明了祷告的重要
基础就是对上帝旨意的理解。通过读圣经我们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并鼓励我们祈祷直到上帝的旨意实现。
说了祷告开头之后(3:14-15)，使徒保罗提到以弗所为教会
代祷的内容：一、他借着活在他们心里的圣灵寻求力量(3:16-17
上)。被圣灵刚强起来和圣灵住在他们的心里不是指两个不同的
事情，而是同一个经理，因为基督通过圣灵住在信徒心中。基督
住在以弗所教会的心里，让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二、根据第一
个祈求，使徒保罗要求从所有四个方面理解基督的爱（3:17下-19
上）。使徒保罗恳求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显然，以
弗所教会所获得爱的知识都是从上帝而来，不来自人的智慧和经
验。三、他恳求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以弗所教会（3:19下），叫
他们更像那一切所充满的基督。
每个渴望散发上帝荣耀的教会或会友（3:21）都必须祈祷并
教导上帝的会友模仿使徒保罗的祈祷。使徒保罗祈祷的内容是上帝
的旨意，我们也必须祈祷让上帝旨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在家庭中以
及在教会的生活中实现。我们向父神祈求（3:14），因为只有祂才
能回应我们的祈祷（3:20），以便世世代代荣耀祂的名。 [Edy
Gurning传道/林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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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七日
星期日

合一,多元化和成熟
《以弗所书》4:1-16

第

一至第三章当中，使徒保罗阐述了上帝已作何事使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把教义教导以弗所的信徒（1:3
-12;2:1-10;3:1-13），也同时为他们祷告（1:15-22;3:14-21）。
第四至六章中，他讲述上帝要信徒遵行的是何事。他婉转地谈论神
学后转向伦理，再由教义转论道德。以弗所书的第二部份（第4至6
章）中4章1节开头一句：“所以我为主……（4:1）劝你们”。这一
句话显示使徒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信徒的劝告(4:1-16)，是响应上帝
在信徒生活中已成就的事。教导，代祷和劝告是每个身为主仆的三
个最有效的工具，能帮助主的信徒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信心
（4:1），也就是因蒙召而合而为一的生活。这章经文中的重点是
“一”字，它重复出现了七次，有意强调教会信徒的合一是本章经
文的主题。
使徒保罗提出三个有关合一的真理：首先，教会合一取决于
基督徒生活中的四种素养，就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
（4:2）。其二，追溯教会合一的启始，事实上便是我们所敬拜的三
位一体独一的上帝（4:3-6，请注意其中称谓“一灵”，“一主”，
“一上帝”）。其三，教会合一由于基督给每个信徒各种不同的恩
赐来配搭事奉(4:7-12)，如此装备他们为要使他们更显得丰盛
（4:13,15）。基督所赐的各种不同恩赐——积极方面来说——是装
备教会使之凡事有长进更像基督，同时——消极方面来说——要使
主的信徒不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被一切异教之凤所摇动
（4:14），威胁信徒的信心和教会的合一。
惟有当毎个拥有不同恩赐的肢体，彼此“始终用爱心说诚实
话”（4:15）时方能达成灵性的成熟和基督身体的合一。教导真理
和爱心行动，两者不可分隔。两者和谐配搭便能达成灵性成熟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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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八日
星期一

活出新造的人
《以弗所书》4:17-32

使

徒保罗本段经文的核心信息是：“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
(4:17下)。从前我们不认识上帝，如今已认识祂,就应当活出
像一个跟随基督者的生活。不信上帝的人被描绘成存虚妄的心行事
者，心地昏昧，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和行种种污秽(4:17-19）。他
一生所有的方向——思想，意念，情感和行为——都无视和不理会
上帝和有关祂要我们行何事做何等样的人。相反的，信徒已学会认
识基督，已听到有关基督的事，也已接受基督的教导(4:20-21)。基
督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那句“但你们却不是这祥”(4:20上)说明
要求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上有非常极端和彻底的改变，用“脱去旧
人”(4:22)和“穿上新人”(4:24)来描绘它。这样的改变过程在信
徒生活中持续不断的进行，并且当那人心志不断更新时就更显而易
见了(4:23)。这句“被更新”介入新人和旧人改变过程中。“被更
新”是被动词所以改变是来自圣灵的主动，非人类自动。
使徒保罗接着给新造的人的生活方式提出具体的劝告(4:2532)。一句“因此”(4:25)说明与上一节有关联(4:17-24)。他把旧
人生活中必须脱下的和新人生活中应该穿上的作比较。接受圣灵更
新的信徒必须弃绝谎言，以说实话代替谎言。不受怒气左右但能控
制怒气，不偷窃却总要努力，污秽的语言一句不出口，只要随事说
造就人的话(4:24-29)。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和一切
恶毒，凡有可能破坏基督身子之间和谐和合一的，都必须除掉，并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4:31-32)。作为一个认识基
督的人，不要叫圣灵因旧人行为而担忧(4:30)，但总要穿上新人，
简单形容这种生命为“有真理和圣洁的生命(4:24)”，这样，我们
的人生便与不认识上帝的人们不一样了。[Edy Gurning传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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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九日
星期二

活在爱，光明和智慧中
《以弗所书》5:1-21

本

章由三个部份组成，其中三个核心命令，各命令都连带出现一
句“行事”，(印尼文圣经是“hidup”或“生活”)。5章1-7
节说：“要凭爱心行事”，5章8-14节说：“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
女”，接着5章15-21节说：“要谨慎行事”。
第一个命令是：“要凭爱心行事”(5:2)。使徒保罗把基督的
爱作为我们必须遵循的爱的典范，就是肯为他人牺牲为他人付代价的
爱心(5:3)。以此种方式服侍他人，不仅讨上帝的喜悦(是上帝所喜悦
的馨香之祭)，还蕴含服从上帝和基督的意义。接着使徒保罗把一切
能违反爱心行事并且必须由信徒生活中消除的恶行列出，其中包括淫
乱，污秽和贪婪(5:3)，还有言语中含带邪恶的诸如淫词，妄语和戏
言(5:4)。应该把上述罪行消除以免作恶者将来在基督和上帝国度里
无份(5:5)，因这悖逆之事还会带来上帝的忿怒(5:6)。为了避免信徒
受影响犯了上述罪行，保罗劝告信徒“不要与他们同伙”(5:7)。
第二个命令是要信徒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5:8下)，其中
还标注过去和现在的光景(对照5:8上与2:1,4和2:11,13)。这个命
令说明一个事实，信徒因上帝恩典已由一个黑暗国度子民的身份转变
成为光明国度的身份，即基督和上帝国度的子民的身份(5:5)。光明
子女行事为人所结的果子有良善，公义和诚实(5:9)，并且信徒也凭
这三个光明的果子来察验和评估各种事情，以区分何为暗昧无益的事
(5:11)，何为光明讨主喜悦的事(5:10)。
第三个命令是“要谨慎行事”(5:15)，用三个对照迹象(三则
对立劝言) 来表迖：1)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5:15下)。2)不
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5:17)。3)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
满，(5:18)。属灵生命从信徒口中所发出的言词(5:19-20)及彼此顺
服的行为中展露无遗(5:21)。[Edy Gurning传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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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日
星期三

基督徒夫妻关系
《以弗所书》5:22-33

以

弗所书5:22-6:9节中，保罗依次提及妻子与丈夫在基督徒家庭中
要守的规则（5:22-33），儿女与父母亲关系的规则（6:1-4），
和仆人与主人（6:5-9）之间要守的规则。这些家庭规则依父权制（男
性优先制度）和等级制（顺序制度）设定。先提及必须服从的一方，并
且命令该方“服从”或“遵从”。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如同顺服主”
（5:22）。儿女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6:1），仆人必须听从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6:5）。妻子，儿女和仆人的顺服行动乃实际
体现对基督的顺服。妻子，ㄦ女和仆人有义务服从属世的权威——就是
作丈夫，父母和主人那一方的权威，但前提是，当有权威的一方仍然是
个听从上帝的人，换句话说，只要授权人不叫我们行违反上帝的事，也
不禁止我们行上帝命令我们行的事（对照使徒行传5:29）。以上三种关
系之中，本日经文对基督徒夫妻关系作了很详细的讨论（5:22-33）。
鉴于上帝的美意是要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1:9-10），基
督徒夫妻和谐关系便是合一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众夫妻——儿女和
父母，仆人和主人——都具有不同的角色和任务，但在上帝面前却都有
同样的尊严。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5:22-23上）。作
丈夫的责任总括一句就是“要爱妻子”。本日经文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
对作丈夫的要求重复三遍：“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5:25）。“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5:28）。“你们各人都当爱妻
子”（5:33）。保罗用两个比喻来形容夫妻间的爱。首先，丈夫要爱妻
子，正如基督爱教会（5:25）。如果作妻子觉得对丈夫顺服的要求太严
苛了，那么对丈夫的要求其实远比对妻子的更严格。丈夫有义务用基督
的爱来爱妻子，这是心甘情愿为爱妻子的缘故甘愿全心全意的牺牲自
己。其次，丈夫必须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5:28），因为人没有理
由恨自己的身子，相反的是照顾和守护身子（5:29）。[Edy Gurning传
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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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一日
星期四

基督徒的亲子关系
《以弗所书》6:1-4

使

徒保罗仅用四节经文简短讨论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对父
母的义务是“听从”(6:1)。对父母顺服便是一个基督徒儿女
的部份承诺（注意6:1中的“在主里”)。基督徒身为儿女理当听从
父母的理由有三：首先，因那是一件自然合乎常理的事（6:1理所当
然)。听从父母是上帝在每一个人良心中写下的普遍启示和公平法
则，无论什么宗教都有同样看法。其次，因为是上帝的命令
（6:2)。“要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第二部份有关人与人之间的责任
的第一条命令（出埃及记20:12)。其三，因为它蕴涵上帝的应许，
就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6:3)。上帝所赐的福不仅是属灵的福气
（1:3-14），但也是属世的福气。从共同意义上去理解这句“使你
得福在世长寿”的应许，是说明父母住在一个有ㄦ女关心和尊敬的
社会，这样的社会具备健康和稳定的社会风气。
对每一个作父亲的劝告是“不要惹儿女的怒气（6:4上)。父
亲的权威并非无限度的。毎个孩子都有其必须受尊重的个性。不要
藐视，讽刺和嘲笑孩子惹他们发怒。同样的别施行过于严苛的纪
律，不合理的要求，以不公平待遇随意侍孩子，喜欢把他们与其他
孩子作比较，无视孩子的需要和感受，将会惹孩子心中怒气。父母
给孩子作出负面性质的禁止或警告的同时，也当以正面性质（积
极）的建议作为补充，就是身为父亲们的基督徒被命令要“照主的
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6:4下)。使徒保罗要求身为基督徒的父亲
们，以温柔做个耐心的教育者，并且以认识主耶稣和主的教导为主
要武器，帮助孩子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学了祂的真理（对照
4:20-21)。[Edy Gurning传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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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二日
星期五

基督徒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以弗所书》6:5-9

第

三个家庭规则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6:5-9）。作仆人的职责
是服从属世的主人（6:5）。使徒保罗用 4节经文谈论有关仆
人和他的职责，并且每一节中都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仆人们必须
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并且以“基督仆人”的态度对待主
人，如同“服侍基督”。因为知道所行的得主的赏赐（6:5-8）。请
注意那句“要惧怕战兢”的对象是主（6:5对照歌罗西书3:22）而不
是地上的主人。对仆人们的命令中所提的那位主人显然是以基督为
焦点。如果基督徒仆人们领会到所要顺服的是基督，那应对世上属
肉体的主人的服务也必然良好。一位基督徒工人将始终以诚实的心
听从主人，不企图蒙骗主人，只在被主人监管之下才如此行。他们
将心甘情愿全心全意的为主人服务，就如服侍主一般，因为那是
“上帝的旨意”（6:6）。并且将 “得基督的赏赐”。
既然如此详细说明仆人职责，却仅用一节提及主人的责任。
该责任可视为两个命令。首先，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6:9
上）。这个命令并非意味着要主人们如果要被仆人服侍就必须先服
侍他的仆人，而是指出主人们在态度和行动上，要像上述经文中仆
人们一样，也受在天上主人的关系所影响（6:9下）。其次，“不要
威吓他们”（6:9上）。笫二命令不是说仆人犯错不可施以惩罚。这
个禁令是指向所有型式的操控，贬低和恐吓威胁，以威胁为基础的
关系并非人际关系。给主人们定下的两个责任是要主人们知道自己
和仆人们都得向同一位主负责。主在天上要审判主人和仆人们（6:9
下）。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主人们高一等的社会地位绝对没有为他
们争取到有利的待遇。[Edy Gurning传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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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三日
星期六

属灵的战争
《以弗所书》6:10-24

以

弗所书最后一段经文是有关基督的跟随者必须面对的属灵战
争（6:10-20）。这段经文由三个部份组成，标示三个命令
（带命令的句子）。第一部份以要靠主作刚强的人（6:10-13）开
始。信徒的能力来源并非他本身，而是倚靠能力的源头主耶稣。为
了“要靠主刚强”（6:10），就得“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6:11）。唯有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没有一件是可以例外
的），信徒方被称为装备斉全足以抵挡魔鬼的诡计（6:11），这样
的信徒就不必向魔鬼投降，却能胜过魔鬼和他的跟随者（6:12）。
根据4:27，魔鬼伺机影响信徒给他留地步，好让信徒活在谎言中
（4:25），活在无法控制的怒气中（4:26），活在图谋偷窃中
（4:28），说些不造就人的话（4:29）和行一切作旧人时的坏习惯
（4:22），都是不仁义不圣洁的（4:24）。然而这一切主要是魔鬼
的策略，用来击败上帝、拦阻天上地下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并
且要使基督作天上地上万有的元首（1:10；2:11-22）的计划。教会
中的不合一和争端的确是魔鬼主要的目标。
第二部份（6:14-17）开头一句便是命令“要站稳”
（6:14）。在基督里站不稳的基督徒将成为魔鬼的猎物。所以，信
徒都必须穿上属于上帝的，也被上帝用来拯救祂百姓的全副军装
（参看以赛亚书59:17）。上帝的军人装备有六件，就是（行为）真
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心，救恩和上帝的话（6:14-17）。
第三部份（6:18-20）重点是祷告，需要时刻多方祈求为众
圣徒儆醒祷告，也包括当时身陷囹圄的保罗，让他能放胆讲论福音
的奥秘。在对付属灵战争的情况中，祷告要比一切（14-17节）所提
的军备更重要。若要击败魔鬼的诡计，祷告具决定性的地位。[Edy
Gurning传道/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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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狱中的喜乐嘱咐
《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与提摩太写给凡住腓立比城，在基督耶稣里的
众圣徒的信(1:1)。腓立比教会起源于使徒保罗及其同工（西拉、提摩
太、路加）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在腓立比，保罗等人遇见几个妇女，其
中有吕底亚。主开启了吕底亚的心，使她关注使徒保罗的教导，后与一
家人一起受洗归主（《使徒行转》16:12-15）。于是，从这家开始，新
的教会就在腓立比城成立了。
本书信洋溢着使徒保罗与其属灵儿女们私人间关系密切的感情。
比如，使徒保罗使用“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4:1）来称呼他
们，很有罗曼蒂克情谊。但本书信不只是表现双方之间的亲密关系，主
要说的是苦难中的喜乐。所以，很自然的，许多人总结《腓立比书》的
中心思想是“喜乐”。一位解经家用这样的一句话概括对腓立比教会的
嘱咐时说“我喜乐，你喜乐吗？”要信徒喜乐的嘱咐是使徒保罗在狱中
写的，你没想到吧？牢房里的囚犯怎么还会喜乐？这就是使徒保罗教导
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所在。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免
不了要经受苦难，但即便如此，仍能喜乐。通过这封书信，使徒保罗教
导说即使遭遇苦难，信徒在基督里仍能喜乐，其关键是定要使基督成为
生命的中心，永生盼望的泉源。
使徒保罗将关于喜乐的教导加上对异端邪说的危害性的揭露和劝
勉。这些异端邪说有的是关于基督的，有的是破坏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的
迷惑人的教导。他激励腓立比的信徒维系正确的团契关系，谦卑、合一
和平安。他也珍惜腓立比信徒、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等同工对他的爱心。
总之，使徒保罗要腓立比信徒和其他的读信人认识基督胜过对一切事物
的认识，奉行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准则，建立亲密关系，在基督里喜乐度
日。[Yulina Zebua传道/张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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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四日
星期日

你在我心中
《腓立比书》1:1-11

如

今，基于诚意的关系是非常稀有的。我们经常见到有人轻易
地说：“你在我心中”，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人口头
说他们爱，但他们却背后捅刀子，甚至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
使徒保罗以优美而富有诗意的句子表达了他与腓立比教会的
亲密关系“你们常在我心里”（1:7）。这一真诚的表达体现了腓立
比教会在使徒保罗的心中是多么地珍贵。使徒保罗以多种方式表达
了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真爱。每逢想念腓立比教会时，使徒保罗就会
感谢上帝，因为他想起了腓立比教会在福音传讲中的团契或“参
与”（1:3,5）。使徒保罗好像也定期为腓立比教会祈祷。每当为他
们祈祷时，使徒保罗总是欢欢喜喜地祈祷（1:4）。使徒保罗还表示
他确实很想念腓立比教会（1:8）。证明使徒保罗诚意的最神奇的事
情是，他是在监狱中写腓立比书的（1:7,13,14）。虽然他在监狱里
受苦，但使徒保罗仍然想念腓立比教会。使徒保罗本人的状况非常
令人担忧，如果没有诚意，那么使徒保罗就不可能会“常”想念并
渴望腓立比教会不断成长、越来越认识基督。
使徒保罗建立真诚关系的秘诀是什么？秘密在于，这种关系
是在使徒保罗与基督之间关系之美的基础上建立的。他是基督的仆
人（1:1）。基督选择他为他的仆人的诚意影响了他与腓立比教会的
关系，因此他总是让上帝参与他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在与他
人的关系中，让我们基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实现“你在我心中”
这一表达，好让我们可以与他人建立真诚的关系。[Yulina Zebua传
道/洪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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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五日
星期一

享受福音的惊奇！
《腓立比书》1:12-30

使

徒保罗甘愿受苦。他甘愿被敌挡福音传播的人送到监牢。然
而，他所遭遇的苦难更是叫福音兴旺（1:12）。反对使徒保
罗的人故意通过负面的方法、内容、目的、动机来传福音，他们的
目的是让人对福音信息不感兴趣（1:15-18）。然而，通过不怀好意
传福音这一方式，耶稣基督的名反而传开了并有更多的人信主。对
使徒保罗来说，这一事实何等惊奇他便通过这样一句话表达他的惊
奇：“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1:18）。
想要争取使用每次机会传福音的人需要睁开眼睛关注传福音
时将要发生的各种惊奇的事情。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如果我们
懒得传福音，我们就不会经历这些惊奇的事了。这些惊奇不会发生
如果我们不踏上第一步，不动，不说，或不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
音这一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对上帝为我们指定的目的顺服的反应，就
是要让我们成就工夫的果子（1:22）。我们的顺服将让我们更感受
到出人意外的福音的伟大。
一般来说，我们就会想：持续到来的苦难——包括各种逼迫
的发生——将减少福音的吸引力。然而，经常发生的实际情况则出
人意料，因为对人所不能的，对上帝凡事都能。到现在，福音的传
播仍遭遇各种阻碍，就是来自努力摧毁教会并阻止基督徒做礼拜的
激进团体的攻击，或者来自尽量避免冲突传福音的宽容团体的“攻
击”。虽然如此，没有任何一个权势能够阻挡福音的传播。无论面
对什么样的苦难，您是否下定决心忠实地传福音？如果您忠实，传
福音时你将要发现很多惊奇的事情！[Yulina Zebua传道/洪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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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六日
星期二

不要自私！
《腓立比书》2:1-11

自

私是上帝最为厌恶的品性。自私使一个人不顾上帝也不顾他
人。通过他的生命，使徒保罗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顾
自己的事。他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甚至当他自己在监牢里也是如
此。他顾别人的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他总是为他曾经服侍过的人着想
并想方设法让他们的灵命能够成长。由于他自己已经把对他人的顾
念实践出来，因此使徒保罗便敢于劝勉人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
要顾别人的事（2:4）。
使徒保罗优先考虑别人的利益因为他效法耶稣基督不顾自己
的榜样。虽然众人骄傲和不顺服他，基督仍优先考虑罪人的利益。
他甘愿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
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拯救罪
人（2:6-8）。耶稣基督伟大的作为让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宇宙万物屈膝并口认耶稣基督为主（2:911）。
您自己如何呢？您在生命中是否已经优先考虑别人的利益？
如果还没，请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他已经事先效法耶稣基督生命
的榜样（请与哥林多前书11:1对比）。如同基督爱并为罪人的事着
想，我们也要爱并为他人的事着想。如果每个信徒被基督的爱和对
他人（尤其是正在面对各种苦难的挣扎的人）的怜悯所充满，信徒
们之间肯定会有团结。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差异，圣灵将团结信徒，
好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2:1-2）。[Yulina Zebua传道/洪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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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七日
星期三

属灵上的独立
《腓立比书》2:12-18

一

个独立的人是一个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管理的人，不依靠
他人也不需要他人监督的人。本日阅读经文里，使徒保罗劝
勉腓立比教会属灵上能够独立。希望他们能够做成上帝赐给他们的
得救的工夫。意思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到身为得救的人的责任，虽
然使徒保罗不监督他们，也不与他们一起（2:12）。
“做成得救的工夫”这一命令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参与其中才
能 得救， 因为 得救纯 因着 上帝在 他所 拣选的 人的 生命中 动了工
（《以弗所书》2:8-9）。然而，所谓“做成得救的工夫”指的是我
们的生活方式要与身为得救人这一身份相符，就是基于顺服上帝话
语的生活方式（《腓立比书》2:12,16）。与上帝的话相符的生活方
式将塑造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国度作上帝无可责备的众子
（2:15）。“做成得救的工夫”不可随便做，但要“恐惧战兢”地
做（2:12），意思是要非常小心地做。因此，经常跌在罪中的人可
说是还没做好得救的工夫的人。需要记得做得救的工夫不是出于我
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出于上帝的帮助（2:13）。我们要不断依靠上
帝才能做成我们已领受的得救的工夫。总的来说，属灵上的独立也
意味着要完全依靠上帝。
身为得救的人请思想一下，您在属灵上是否已经独立：您是
否已经根据符合上帝话语的生活方式做得救的工夫？您的虔诚是否
体现在任何情况，不只是在教会或者在基督教的环境中？您的生活
是否已经完全依靠上帝？[Yulina Zebua传道/洪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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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十八日
星期四

请尊敬真正的事奉者！
《腓立比书》2:19-30

“真正的事奉者”是很少听到的称呼，由于给一个人这种尊称实在
不容易。真正的事奉者，他们为真心事奉主而活，在上帝托付他们
的禾场不畏艰辛勤恳耕耘。如果我们称呼使徒保罗、提摩太、以巴
弗提为真正的事奉者，那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们符合真正事奉者的
条件：请注意，提摩太和使徒保罗同心合意确实地关注腓立比信徒
的利益。他忠心帮助使徒保罗传福音，以致他们的关系犹如父子
（2:20-22）。而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所派，为供应当时被下在监
狱里的使徒保罗一切的需要；他不是随便地服侍使徒保罗，而是在
福音事工上与使徒保罗共同奋斗。我们不清楚为何以巴弗提会病
倒，甚至差点死去；有可能，他事奉太过疲劳而生病（2:25-27）。
使徒保罗传扬福音满有毅力，甚至他宁愿为福音经受苦难、待遇不
公、成为囚犯。直至在痛苦中，他还能为腓立比信徒的灵命成长着
想，因此他差派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去服侍腓立比信徒（ 2:19，
25）。在此，我们能够看到使徒保罗的品德是何等的高尚，他详述
这两位同工——即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优点——作为对他们事奉的
高度评价。
现今而言，我们很容易找到不配被称为真正事奉者的神仆。
然而，我们要承认也有不少神仆在事奉中情愿牺牲时间、精力和感
情，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爱主和主的教会。这样的神仆爱信徒
是凭着奉献的精神、纯真的情怀、无伪的爱心和受苦的心志。真正
的事奉者——乃是真正爱主爱教会——配得尊重（2:29）。您有敬
仰和爱戴真正的事奉者吗？[Yulina Zebua传道/古建江]

58

读经运动 2020 年

六月
十九日
星期五

不要被误导
《腓立比书》3:1-16

许

多因素能够让我们被误导。其中之一就是身为误导人者的周
围人之存在。使徒保罗称迷惑腓立比信徒者为“犬类、作恶
的、妄自行割的”乃是一件严肃的事。显然，他们的影响力是危险
的，不论对当时的腓立比信徒或现今的我们而言。
当时使徒保罗对付误导人者的方法乃是现在我们对付迷惑人
者的楷模。使徒保罗的信念是不可被动摇的。他总是谨慎小心，他
再也不要回到以往错误的信念上。使徒保罗确定地说：“就是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的，……。”(13:13下)。使徒保罗明确的态度是基
于一种信念，即误导人者用来引诱人的利益或自豪感——他曾经享
受过的——那不过是粪土。对使徒保罗来说，认识基督要比遵行律
法所带来的属世尊荣要宝贵的多（3:8）。在使徒保罗看来，满足律
法要求而获得的自豪感非首要的，而认识基督和其复活大能，以及
与他一同受苦才是最重要的（3:10）。
我们对所接受的每一个教导之评估当存严谨的态度。即便该
教导给与令我们垂延欲滴的荣耀，但是叫我们远离在基督里的救赎
恩典，我们就必须完全拒绝。在每一个时期，都会出现迷惑人的教
导，使我们离开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正确教导。例如，现今，有夸
张上帝恩典的教导，因此叫人忽略了悔改的责任，不照上帝旨意而
活。对，上帝接纳罪人，可是在罪人这一方应该愿意认罪和离罪，
真正地接受基督耶稣为唯一救主。异端邪说——比如有的说，上帝
恩典如此浩大，以致罪人可以仍旧留在罪中——对此教导理当坚决
反对！[Yulina Zebua传道/邱隆泰传道/古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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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二十日
星期六

靠主站立得稳
《腓立比书》3:17-4:1

本

日经文极吸引人的是，使徒保罗阐明许多人的生活成为基督
十字架的仇敌。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之特征是：首先，他们的
主就是他们的肚腹。他们不顾主的旨意，只顾自己肉体的需要。他
们认为服侍自己的肚腹跟事奉上帝同等重要。其次，他们的荣耀乃
是他们的羞辱。他们引以为荣的乃是一些羞耻的事。其三，他们的
思想只有关注于属世的事。他们的焦点非属灵的，而是世俗的。为
此缘故，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3:18-19）。
腓立比教会是使徒保罗所亲爱的（4:1）。使徒保罗不愿腓
立比信徒跌在罪中，最终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提醒说，他们
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3:20）。天国的君王是基督，不是肚腹或属
世的事（犯罪的生活）。身为天国的子民，他们应该靠主站立得
稳。不可否认，当时腓立比信徒处在彷徨之中；他们看到基督十字
架的仇敌越来越发展和成功，而他们——基督的跟随者——却经历
苦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徒保罗呼吁腓立比信徒务要靠主仍旧
站立得稳，信心不可摇动，要把基督当成他们的君王。
以上使徒保罗之劝勉不只是空谈，由于使徒保罗的生活乃是
腓立比信徒活的典范。即使受苦，他仍然忠于主。非常清楚，基督
十字架的仇敌之享受乃是暂时的，而基督忠心跟随者的享受乃是永
恒的（3:21参阅哥林多前书15:58）。此等盼望就是基督忠心跟随者
的安慰。您是否仍然走在基督十架道路上而屹立不倒呢？纵然在十
架行程中会遭遇苦难，但是，请记得，有伟大的祝福正等待着我们
去领取！[Yulina Zebua传道/古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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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一日
星期日

要去行！
《腓立比书》4:2-9

平

安乃是每个人所向往的。拥有平安的人心中有安宁，其生活
聚焦于主。然而，不可避免有许多内在因素——例如压力、
沮丧和挂虑——还有外在因素——好比冲突和分裂——能够叫平安
失去。
如何保持信徒心中的平安呢？答案是“要去行”！信徒应该
效法使徒保罗所立下的榜样。从使徒保罗身上所学到、所领受、所
听见、所看见的信徒都要去行。使徒保罗的教导和典范必定符合主
耶稣所教导的真理。本日经文中，使徒保罗分解需要去行的一些
事，即“同心”（4:2）、“喜乐”（4:4）、“谦让”（4:5）、
“无挂虑”（4:6）、“祈祷”（4:6）、“感谢”（4:6），还有就
是思念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
的、有德行的、被称赞的一些事（4:8）。在这一切事上使徒保罗都
已经成为楷模。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喜乐。使徒保罗经历了各种
苦难——包括坐牢——但他仍旧能够喜乐向主感恩。行以上这些事
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
我们的心怀意念。在此也合乎本章9节所言“……这些事你们都要去
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
身为信徒，我们必须继续做成得救的工夫，包括在自己和别
人心中塑造平安。举一个例子，若我们遵行谦让的教导——比方我
们以礼待人——我们就能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结出平安的果子。总而
言之，必须让平安之王和其教导临格我们当中，以致平安能够不断
在我们生命中成长。[Yulina Zebua传道/古建江]

读经运动 2020 年

61

六月
廿二日
星期一

知足
《腓立比书》4:10-23

凡

事知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时使徒保罗在监狱里。
在这样的境况中要学习知足必须有很大的努力。一个人处在
监牢里有许多需要。然而，使徒保罗面对这样的局势他毫无怨言仍
然喜乐。就是在丰衣足食的时候，使徒保罗也不忘记主，且带着感
恩的心领受。无论富足或缺乏，使徒保罗总是学好知足的功课。丰
盛之时，他不贪心，唯有按需享用。使徒保罗的焦点不是专注自身
的处境，而是朝向上帝。因此，不管在任何环境中他都能够知足常
乐。此等心态是从主而来，表现在他自认的言语中，“我靠著那加
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4:13）。
基于以上之阐述，使徒保罗是否再也不需要教会的资助呢？
不，他需要！使徒保罗完全没有属灵的高傲，觉得自己在缺乏中能
坚持，而拒绝腓立比信徒的援助。他仍然尊重信徒的捐献
（4:14）。使徒保罗需要这项捐款，可是他没有把它当作是优先
的。对使徒保罗而言，最重要的不仅是此捐项，而是其更深一层的
意义，意即该捐助不单能满足使徒保罗的需要，而且能结出利于信
徒的更多果子（4:17）。意思是说，透过捐助使徒保罗，让腓立比
信徒学习跟他人分享和支持传福音事工。您能否以自身所拥有的而
感到满足，并且把焦点朝向上帝呢？如果您能这样做的话，任何状
况都不能影响您对主的心态。请记住，首要的不是捐款本身，而是
它所结出的属灵果实和带来的属灵利益。愿主的能力永远与您同
在！[Yulina Zebua传道/古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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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的坚定信念
歌罗西教会不是使徒保罗建立的，而是以巴弗开创的（1:3-7）。使徒保罗
写《歌罗西书》时，以巴弗正前来造访（4:12）。他告知使徒保罗，歌罗
西教会中出现教导与基督真理相违背的异端邪说的教师。使徒保罗听闻
后，觉得对歌罗西教会的情况和形势责无旁贷，于是，在监狱里写了这封
致歌罗西信徒的信(4:3,10,18)。
使徒保罗写《歌罗西书》旨在提醒并激励歌罗西信徒遵基督而行
（2:6），不易受与基督真理相违背的异端邪说的欺骗（2:8），在基督里
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谢的心也更增长（2:7）。
使徒保罗要歌罗西信徒不以别的教导代替成为基督徒信仰中心的
耶稣基督（2:8、16-23）。他教导歌罗西信徒遵崇基督，视基督为上帝的
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1:15），是造物主（1:16），祂托住
万有（1:17），是教会全体之首（1:18），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1:18）。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1:19、
2:9）。是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1:20-21）。
通过这封信，使徒保罗也要歌罗西信徒“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
事蒙祂喜悦”（1:10）。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抛弃败坏人的一切世上情欲
（3:5），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3:8-9），穿上新人（3:12-14）。使徒
保罗还阐明履行在基督里新生活时，几项与家庭成员即夫妻、父母或父亲
与子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3:18-4:1）相关的原则。
以上所述就是使徒保罗在《歌罗西书》里的教导。他要信徒警惕
危害歌罗西信徒的异端邪说，在基督耶稣里持守坚定的信心；信徒在每日
生活中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常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更加
坚定，在基督里有新生命。[Philip Hutapea传道/张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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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三日
星期二

蒙上帝喜悦的无愧生命
《歌罗西书》1:1-14

歌

罗西的信徒听见了以巴弗所传的福音并接受后，无论是在信
心，爱心或盼望上，都持续不断地增长。歌罗西的信徒向上
帝感恩，因为当他们接受主耶稣的一刻，上帝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在
天上永恒的生命。使徒保罗知道歌罗西的信徒结果子，并藉着福音
在信心，盼望和爱心上成长，因此他感到欣慰并且不住地感恩（1:3
-5）。
尽管歌罗西的信徒有良好的成长，使徒保罗不愿他们满足于
他们所取得的进步。他愿意歌罗西的信徒不仅增长，却也知道上帝
全备的旨意(1:9)。基督徒生命的旅程不应畏缩不前或原地踏步，而
是必须在灵命里不断地成长。一个基督徒应该越来越认识上帝和祂
的 旨意。
使徒保罗论及歌罗西的信徒不应只是听道，而是要切切实实
地认识和体验上帝的恩惠（1:6）。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起点和基础在
于认识和体验上帝的恩典，要不然就很难增长。
何谓上帝的恩惠呢？上帝的恩惠就是祂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
权势，把我们迁到光明中（1:12-13），或者是将我们从永远的沉沦
带入永生的恩惠。当一个基督徒认识并真正地体验上帝的恩惠后，
他所理解的会使他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并遵行上帝的旨意就会体
现在一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上帝， 并蒙上帝喜悦的生活上。
正如歌罗西的信徒，我们也被要求越加认识和经历上帝的恩
惠，并越来越认识上帝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无愧并能讨上帝的喜
悦。您是否已认识上帝的恩惠并确实地体验到呢？您是否已明白上
帝的旨意并在您的生命中活出来呢？在每天的生活上，活出一个无
愧和讨上帝喜悦的生命吧！[Philip Hutapea传道/林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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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四日
星期三

正确地认识基督
《歌罗西书》1:15-23

成

长的秘诀在于认识上帝的恩惠，认识上帝的旨意并认识上
帝。这也是使徒保罗对歌罗西信徒的期望。但是，使徒保罗
也渴慕歌罗西的信徒能认识基督。成长的秘诀也必须包括认识主耶
稣，这一点丝毫不能妥协。为什么？确实，对主耶稣扭曲的认识会
对一个基督徒的灵命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本日经文中，使徒保罗愿意歌罗西的信徒知道耶稣基督到
底是谁。他如此解释：第一，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
（1:15）。上帝无形无体，而是灵，因此许多人不认识那位配得他
们所敬拜真正的上帝。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上帝，但耶稣基督是那
看不见的上帝的像，而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藉着耶稣基督
为上帝的像，世人就能看见和认识那看不见的上帝（参约翰福音
1:18）。第二，耶稣基督是首生的，在凡事上居首位（歌罗西书
1:18）。使徒保罗强调万物都是藉着耶稣基督造的，又是为祂造的
（1:16）。第三，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1:17）。换言之，在永恒
里祂就已经存在。在永恒里，除了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外，别无其
它。第四，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1:18）。第五，耶稣基督是
和平的君（1:20）。使徒保罗所强调的，并至关重要的，是祂使上
帝和世人和好。和好的结果令以前远离上帝的世人，现在与上帝相
近。因为基督在十字架的大功，和好才能实现。
对耶稣基督错谬的认识必定会对一个基督徒的灵命会产生不
良的影响。而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会使他信心坚定，灵命也会
健康地成长。因此，使徒保罗劝勉歌罗西的信徒要在所信的道上恒
心，仍然忠心并坚定不移持守在基督里的盼望。您对基督的认识又
如 何呢？ 您已 经认识 基督 吗？您 在基 督里是 否不 断地成 长呢？
[Philip Hutapea传道/林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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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五日
星期四

追求无价之宝
《歌罗西书》1:24-2:5

有

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拼命地追求财富。为了争取他们所梦寐
以求的，就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地聚集财富。这类人常常贪
得无厌，对他们所获得的从不感到满足。其实，满足感并非藉着拥
有许多财富而得到的。您知道吗？在世人的心里有一个大洞是无法
被填满的，甚至连世上的一切也不能。因为这个大洞是属于基督
的。意即当世人不允许基督进入他的生命让祂掌管时，他所感受的
幸福只是虚假和虚空而已。只要那空间还是空着，世人必定试图用
一些事物去填满它， 如成就，职位，财富，享乐，名声，服事，娱
乐等等。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如同将水倒入一个破水
桶一样，永远装不满。只有当人心被尊荣的主充满时，人才会感到
满足。因为那大洞是特别为基督所设计让祂去填满的，而不是其他
事物。
基督是那独一无二的珍宝，基督也是那无价之宝。使徒保罗
说，“我们传扬祂 ……”（1:28），及“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祂里面藏着”（2:3）。使徒保罗如此尽心竭力，为的是要歌罗
西的信徒越来越认识基督，就像他认识基督一样。只要歌罗西的信
徒能得到上述的珍宝并享受祂，即使在痛苦中，使徒保罗仍然感到
喜乐。
您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是否每天再接再厉地
在去认识这一位一切智慧和知识源头的基督呢？我们是否已竭尽全
力，而不是得过且过地去追求基督，那无价之宝呢？请留意您的生
命：在您的事奉，生意或工作上，并每天的生活中，您是否越来越
认识基督呢？您是否将能帮助您认识基督的事为优先呢？追求那无
价之宝吧！[Philip Hutapea传道/林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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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六日
星期五

接受基督后的生活
《歌罗西书》2:6-15

许

多人想基督徒是在教堂做礼拜的人，唱基督教歌曲、参加基
督教的活动。即使敬拜、赞美主、积极参加活动是好事，但
是在基督信仰里最首要的乃是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
接受耶稣基督乃是基督徒生活的起点，过后他们必须与耶稣
基督建立个人关系。使徒保罗称这种个人关系为“仍然在基督里
（遵他而行）”（2:6）。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将不会转向任何事物，
而忽视基督。若要仍旧在基督里，我们就应该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正如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2:7）。
为何使徒保罗要给与这样的劝勉呢？由于当时歌罗西信徒正
在面临不符合基督教导的异端邪说之危险。使徒保罗劝告歌罗西信
徒对那些假教导者和群体千万要谨慎，因为他们认为要获得救恩单
靠基督不够，还要加添其它的。谨慎的态度，意即要警惕、自守、
观察、注意，时刻提防不符合我们已领受的圣经真理的教导之可能
出现，因而迷惑我们。
使徒保罗以上的劝勉也适合于已经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我
们。现今，我们正面对各样误导人之教导，首先是透过社交媒体的
传播。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对付接踵而来的问题，再来是迷醉我们
的属世甜头。如果您仍然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应该没有一个理由能
够叫您离开基督，也没有任何局势环境会让您失去感恩的心。您是
否不管在什么境况中都能拥有屹立不倒的信心和坚定不移的感恩
呢？[Philip Hutapea传道/古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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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七日
星期六

寻求思想天上事
《歌罗西书》2:16-3:4

接

受基督以后，信徒拥有对罪死了与跟基督一同复活（得新
生）的身份。基督徒理当过合符基督教导之真理价值的新生
活。问题是，很多基督教导的真理价值和属世价值互相冲突。若不
小心，纵然接受了基督，我们却很容易妥协，跟从世俗随波逐流。
本日经文中，使徒保罗看到许多歌罗西信徒过违背基督信仰
之真理价值的属世生活。使徒保罗提醒说，“……为什么仍想在世
俗中活著、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
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2:20下-22）。
在歌罗西信徒中有许多假教师或假师傅教导信徒遵行律法的
命令和规条，然而不遵从基督的教导（2:16-19）。使徒保罗反对和
谴责这些假教导。他教导信徒不可忽视基督伟大的事工，不要被人
所造的宗教条例所迷惑。使徒保罗强调，律法不过是基督的影子。
在基督里，律法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请记住，基督的教导价值要比
律法更崇高、更伟大，更有权柄。
使徒保罗教导信徒最首要的是寻找和思考天上的事，非地上
的事。每位基督徒应当真正地设法使言语、行为、思想、感情和意
愿朝向天堂，基督所在之处，以致我们能完全意识到，基督的同在
和权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让基督居首位的信徒是灵命倒退
的基督徒。您的日常生活又如何呢？您是否时刻努力寻求和思念天
上事，在此基督临格，在您生命中掌权，或者您还疏忽大意只有思
想与基督教导背道而驰的地上事呢？[Philip Hutapea传道/古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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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八日
星期日

过新人的生活
《歌罗西书》3:5-17

得

到某种新的东西——新衣服、新手机、新汽车、新房子，等
等——肯定令人喜悦，提升我们的热情，尤其是我们所获得
的乃是礼物。成为新造的人是上帝的恩典，然而成为新人需要靠奋
斗、苦干、持久和不舒服的过程。身为新造的人我们受命脱下旧
人，穿上新人和不断地被更新（3:9-10）。脱下旧人意即治死我们
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3:5），以
及弃绝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和谎言。每个
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应当总是设法治死一切属世的事物和抛弃所有不
讨上帝喜欢的不良态度。反之，穿上新人，意思是指拥有怜悯、恩
慈、谦卑、温柔、饶恕、忍耐，还有就是联络全德的爱心。
回到旧生活里的倾向不是不可能的，甚至非常可能发生在基
督徒的生活中。因此，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治死和弃绝旧人，而穿上
新人。成为新造的人乃是上帝的恩典，但是穿上新人——或者治死
与离开罪恶的旧生活——需要继续不断毫无止息的努力，借着学习
上帝的道，透过言语、行为和时刻向上帝感恩，把道实践在日常生
活中。
身为被上帝拣选的人，蒙上帝洁净和垂爱，从旧人变成新人
是极为可能体现的事。基督的死本来已经叫我们罪恶得赦免。可
是，犯罪的引诱还是存在的，以致我们必须总是竭力治死犯罪欲
望，丢掉（远离）我们所醒悟到的罪恶。您又如何呢？您是否在基
督里已脱下旧人和穿上新人呢？[Philip Hutapea传道/古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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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廿九日
星期一

基督徒家庭中的关系
《歌罗西书》3:18-4:6

有

许多基督徒家庭不幸福，最终出现裂痕，甚至破碎。在此，
造成不幸福的原因可能是经济、沟通、性生活，事业，以及
其它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仍然活在基督里面（歌罗西
书2:6）。接受基督以后，他们不设法亲近主，反而，他们越来越远
离主。其它的问题是，他们对有关建立关系之原则的无知。家庭是
在地上建立的第一个机构（创世记1-2）。由于设立家庭的构思和倡
议是来自上帝，非来自于人，基督徒家庭的设计必须符合圣经的教
导，不是根据人的意愿。
在之前的经文中（歌罗西书3:5-17），使徒保罗谈到关于
“在基督里的新人”。本段经文，他论及“在基督里的新生”之重
要原则。在此，他强调，该原则必须先实践在家庭生活里，其中包
括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女、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妻子领命在主里
顺服丈夫。丈夫领命爱护妻子，不可苦待她。儿女领命凡事听从父
母。仆人领命听从主人，诚实认真地工作——像是给主做的——存
敬畏的心。主人领命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不可否认，许多时候，我们所表现的举动和品格，在配偶、
儿女、父母、佣人、员工面前无基督徒美好的见证。使徒保罗教导
我们关乎家庭里的正确关系，要求我们持有顺服、爱护和遵从的态
度。每位家庭成员被命令去维持正确的关系。务要以正确的关系来
建立您的家庭，透过恳切祷告、时刻警醒、凡事谢恩、智慧的交
往、爱惜光阴、爱的言语来表明您紧紧依靠主的生活基础。[Philip
Hutapea传道/古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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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三十日
星期二

问安体现弟兄情
《歌罗西书》4:7-18

使

徒保罗本书信结尾内载同工们托付的问安，以及对歌罗西信
徒最后的吩咐。通过使徒保罗监狱写书信的带信同工——被
称为亲爱的兄弟、忠心的执事、同作主仆的推基古和阿尼西谋——
使徒保罗诉说他的境况，旨在安慰歌罗西信徒。
使徒保罗代三位同工问安，即亚里达古、马可，和被称为犹
士都的耶数。他承认他们三位是自己的安慰之源。他也代三位不受
割礼的非犹太同工问安，就是以巴弗——对上帝一切旨意满有信
心、为歌罗西信徒竭力祈求的基督仆人；还有一位医生——路加，
以及另一位同工底马。使徒保罗也向歌罗西城附近的老底嘉信徒问
安。他要求把他致歌罗西信徒的书信在那里宣读，也把从老底嘉来
的书信在歌罗西宣读。他也勉励亚基布——他的战友，歌罗西教会
领袖——要亚基布向所带领的教会尽职、尽力、尽时。
使徒保罗所行的表明了，即便他被困锁，他仍然满有热诚的
进行辅导事工，透过其书信给与歌罗西信徒和投身事奉者劝勉、教
导、提议和安慰。他也深信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获得上
帝的恩典，纵然生活会有各种的挣扎，包括异端邪说所造成的问
题。
使徒保罗的问安体现了基督徒的友谊情和弟兄情，并且给事
奉同工和歌罗西信徒带来盼望。身为当代的信徒，您有维系友谊情
和主内兄弟姐妹情吗？您对事奉同工和教会会友有表示尊重吗？让
我们把以上的友谊情、兄弟姐妹情和尊重表达出来吧！以致，作为
教会领导或会友能够向事奉同工、所服侍的人、以及每个人表爱
心。[Philip Hutapea传道/古建江]
读经运动 2020 年

71

72

读经运动 2020 年

基督耶稣教会总会属下堂会和布道所
1. GKY MANGGA BESAR
- 3 Juni 1945 Jl. Mangga Besar I No. 74, Jakarta 11180. Telp. (021) 6399585. Fax (021) 6499261.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00, 09.30, 17.00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KU-IV) : Minggu, Pk. 09.30
2. GKY PLUIT
- 13 Januari 1974 Jl. Pluit Permai Dalam I / 9, Jakarta 14450. Telp. (021) 6696826. Fax (021) 6621312.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00, 09.30, 17.00
- 8 Februari 2009 Jl. Pantai Indah Selatan II Blok V No. 1C, Pantai Indah Kapuk, Jakarta 14460. Telp. 0851 00393737,
0851 02092119
Kebaktian Umum IV, V : Minggu, Pk. 07.30, 10.00
3. GKY GREEN VILLE
- 4 Januari 1981 Green Ville Blok AZ No. 1, Jakarta 11510. Telp. (021) 5605586 (Hunting). Fax (021) 5659353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7.30, 10.00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KU-IV): Minggu, Pk. 10.00
A Life Building lantai 6, Green Ville Blok R No. 44 - Kebaktian Umum V, III : Minggu, pk. 10.00, 17.00
4. GKY CIMONE
- 11 September 1983 Cimone Mas Permai I, Jl. Jawa No. 11A, Tangerang 15114.
Telp. (021) 5525727. Fax (021) 55794389.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17.00
5. GKY PALEMBANG
- 22 Juli 1984 Jl. Krakatau 445/129, Palembang 30125. Telp. (0711) 314037. Fax (0711) 350476.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17.00
Pos Pelayanan Km. 3,5 (Jl. Prof. DR. Soepomo, Kebon Jeruk No. 588)
Kebaktian Umum IV : Minggu, PK. 10.30
Pos Pelayanan Bambang Utoyo (BAYO), Jl. Letda A.Rozak No. 60
(Taksam/depan Sekolah SIS), Palembang 30114
Kebaktian Umum V : Minggu, PK. 16.00
6. GKY SUNTER
- 13 Juli 1986 Jl. Metro Kencana VI Blok Q No.43, Jakarta 14350. Telp. (021) 65831877. Fax (021) 65831871.
Kebaktian Umum I, II & IV : Minggu, Pk. 07.30, 10.00; KU III : Minggu Pk. 17.00
7. GKY GERENDENG
- 24 Agustus 1986 Jl. Pos Gerendeng I/8, Tangerang 15113. Telp. (021) 5523925. Fax (021) 5589182.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7.30, 10.00
8. GKY TELUK GONG
- 2 November 1986 Jl. Teluk Gong Raya No.1, Jakarta 14450. Telp. (021) 6613422/23. Fax (021) 6680882.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17.00
9. GKY PURI INDAH
- 6 Oktober 1991 Jl. Kembang Elok VI Blok I No. 9, Jakarta 11610. Telp. (021) 58300321 (hunting).
Fax (021) 58300320.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IV : Minggu, Pk. 06.15, 08.00, 10.30, 17.00
10. GKY BUMI SERPONG DAMAI
- 7 Februari 1993 Jl. Letnan Soetopo Blok E8 No. 5-7, BSD City, Serpong - Tangerang Selatan 15330.
Telp. (021) 5382274, 5383577. Fax (021) 5381942.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17.00
Kebaktian Umum IV: Pk. 10.00

11. GKY PAMULANG
- 14 Februari 1993 Jl. Reny Jaya Blok S-IV/15, Pamulang, Tangerang 15416. Telp. (021) 7434179.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8.00, 10.00, 17.00
12. GKY KELAPA GADING
- 6 Juni 1993 Jl. Boulevard Raya Blok TB II No. 1-4, Jakarta 14240. Telp. (021) 4520563-64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00, 09.30, 17.00
13. GKY MAKASSAR
- 3 Oktober 1993 Jl. Andalas 57-59, Makassar 90156. Telp. (0411) 3652424, 3652526, 3624466.
Fax (0411) 3652444.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18.00
14. GKY CITRA GARDEN
- 27 November 1994 Jl. Citra Garden II Blok O9 No. 1, Jakarta 11830. Telp. (021) 5453529, 54398490.
Fax (021) 54398093.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IV : Minggu, Pk. 06.30, 08.00, 10.30, 17.00
Komplek Ruko Diamond Boulevard Blok J No. 1-2, Cengkareng Timur, Kecamatan Cengkareng
Kota - Jakarta Barat
Kebaktian Umum V : Minggu, Pk. 08.30
15. GKY VILLA TANGERANG INDAH
- 25 Desember 1994 Villa Tangerang Indah Blok EF 1 No. 2-4, Tangerang 15132. Telp. (021) 5513267.
Fax (021) 5532852.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Minggu, Pk. 07.30, 10.00, 18.00
16. GKY MUARA BARU
- 1 Januari 1995 Jl. Pluit Raya Selatan, Ruko Grand Pluit Mall, blok B/7-8 , Muara Baru, Jakarta 14450.
Telp. 6613711
Kebaktian Umum I : Minggu, Pk. 10.00
17. GKY PALOPO
Jl. Durian 79, Palopo 22201. Telp. (0471) 22201.

- 12 Juni 1995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8.00, 17.00

18. GKY BALIKPAPAN
- 25 Agustus 1996 Jl. Mayjen Sutoyo RT 44 No. 1A (Depan Radar AURI-Gunung Malang), Balikpapan 76113.
Telp. (0542) 441008. Fax (0542) 441108.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9.00, 17.00
19. GKY YOGYAKARTA
- 15 September 1996 Ruko Kranggan, Jl. Kranggan No. 11A, Yogyakarta 55233. Telp. (0274) 590491.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7.30, 10.00
20. GKY SIANTAN
- 29 September 1996 Jl. Gusti Situt Machmud Gg. Selat Karimata II Blok G No.7-8, Siantan 78242, Telp. (0561) 885897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17.00
21. GKY LUBUKLINGGAU
- 30 November 1997 Jl. Bukit Barisan 13, Lubuklinggau 31622. Telp. (0733) 323989.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8.00, 17.00
22. GKY KEBAYORAN BARU
- 26 April 1998 Jl. Kebayoran Baru No. 79, Jakarta 12120. Telp. (021) 72792735. Fax (021) 72793017.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7.30, 10.00
23. GKY KUTA BALI
- 5 Juli 1998 Jl. Sunset Road, Dewi Sri II, Kuta-Bali 80361. Telp. (0361) 8947031.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8.00, 10.00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KU-III) : Minggu, Pk. 18.00
-Kompleks Pertokoan Uluwatu Square No. A9
Jl. Raya Uluwatu No. 45XX , Jimbaran
Kebaktian Umum IV : Minggu, Pk. 09.00

24. GKY KARAWACI
- 10 April 2005 Gedung Dynaplast Lt. 8, Jl. M.H. Thamrin No. 1, Lippo Village, Karawaci 15811.
Telp. (021) 54213176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07.30, 10.00, 17.00
Ruko Grand Boulevard E01 No. 160, Citra Raya - Tangerang.
Kebaktian Umum IV : Minggu, Pk. 07.30
25. GKY PEKANBARU
- 15 Januari 2006 Jl. Tuanku Tambusai, Komp. Puri Nangka Sari F10-11, Pekanbaru 28000.
Telp. (0761) 571132. Fax (0761) 571142.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8.00, 10.00
26. GKY CIBUBUR
- 12 November 2006 Sentra Eropa Blok A No. 18, Kota Wisata Cibubur, Jakarta 16967. Telp. (021) 84931120.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7.30, 10.00
27. GKY MEDAN
- 10 November 2006 Jl. Thamrin No. 53/13, Medan 20232. Telp. (061) 4550678. Fax (061) 4550678.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8.00, 10.30
28. GKY SURABAYA
- 4 November 2007 Jl. Dharma Husada Indah II No. 69, Surabaya, 60115
Telp. (031) 5954422; (031) 5954001
Kebaktian Umum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29. GKY PONTIANAK
- 18 November 2007 Jl. Ahmad Yani, Kompleks Ruko Ahmad Yani, Sentra Bisnis Megamal G21-22, Pontianak 78124.
Telp. (0561) 743930. Fax (0561) 743931.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7.30, 10.00
30. GKY BANDAR LAMPUNG
- 30 Maret 2008 Hotel Pop, Jl. Wolter Monginsidi No. 56, Lt. 1, Ruang Fizz, Bandar Lampung
Sekretariat : Perum Aman Jaya, Jl. Slamet Riyadi Blok A No. 15, Teluk Betung 35228.
Telp. (0721) 472474.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8.00, 10.30
31. GKY SINGAPURA
- 29 Jun 2008 Sekretariet : Fortune Centre 190 Middle Road #12-01A, Singapore 188979
- Kebaktian Umum I: Minggu, Pk.10.00 di The Cathay Cineplex, Hall 3, Level 6, 2 Handy Road,
Singapore 229233, nearest MRT: Dhoby Ghaut MRT, exit A.
- Kebaktian Umum II: Minggu, Pk.14.30 di Grace (Singapor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4 Queen Street, Singapore 188536, nearest MRT: Bras Basah MRT, exit A.
Mobile : +65 97610900
- Kebaktian Umum III: Minggu, Pk.09.30 di Park Avanue Rochester Hotel , 31 Rochester Drive
(Meeting Room, Level 2) - (MRT terdekat : Buona Vista MRT Exit C).
32. GKY SYDNEY
- 8 Maret 2009 142-144 Chalmers Street, Surry Hills 2010 NSW, Sydney, Australia
Mobile : +61 0425888915
Kebaktian Umum I, II: Minggu, Pk. 10.00, 14.30
33. GKY NIAS
- 18 Juli 2010 Jl. Baluse No. 6, Km 2,5 Simpang Megahill, Gunung Sitoli, Nias 22815. Telp. (0639) 21253.
Kebaktian Umum I : Minggu, Pk. 09.00
34. GKY TANJUNG PINANG
- 03 Oktober 2010 Jl. MT Haryono Km 3.5 No 22, Tanjung Pinang, Kepulauan Riau. Telp.(0823) 87685352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9.00, 16.00

35. GKY GADING SERPONG
- 19 Desember 2010 Ruko L Agricola Blok B8-10, Paramount Serpong, Tangerang 15810. Telp. (021) 29429532.
Kebaktian Umum I, II, III : Minggu, Pk. 07.30, 09.30, 17.00
36. GKY BENGKULU
- 20 Mei 2012 Jl. Ahmad Yani No.15A1-B, Bengkulu 38113. Telp. 0736-24453
Kebaktian Umum I: Minggu, Pk.09.00
37. GKY HONGKONG
- 1 Desember 2013 4/F Room 502A-C, Winner House (Sebelah HSBC), 310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Fortress Hill MTR Exit B / North Point MTR Exit B, Mobile: + 852 62785108, +852 55779528
Kebaktian Umum I : Minggu, Pk. 10.30 (Mandarin), II : Minggu, Pk. 14.00 (Indonesia)
38. GKY JAMBI
- 23 Februari 2014 Jl. K.H. Hasyim Ashari, No, 15-16, Simpang Talang Banjar - Jambi 36144 . Telp. 0741-35471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07.00, 09.30
39. GKY SINGKAWANG
- 22 Maret 2015 Sekolah Kasih Yobel - Jl. Pasar Turi Dalam, Singkawang, Kalimantan Barat .
Kebaktian Umum I, II : Minggu, Pk. 07.30, 09.30
40. GKY PANGKALPINANG
- 18 Januari 2015 The Green Land City, Jl. Boulevard Raya, Emerald Square, Ruko ES 15-16, Selindung Lama,
Pangkalpinang, Bangka, Belitung 33115. Telp. (0717) 4261137
Kebaktian Umum I , II: Minggu, Pk. 09.30, 18.00
41. GKY ALAM SUTERA
- 10 Maret 2019 Jl. Jalur Sutera Boulevard Kav. 29D No. 38, Alam Sutera, Serpong Utara
Tangerang Selatan 15138. Telp. (021) 39729963
Kebaktian Umum I,II : Minggu, Pk. 07.3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