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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 

              直湧到永生。」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這裡來喝。信我的人 

       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翰福音 4:13-14; 7:37-38   

  
 

 

聖誕節人物的聯想 

 

◆張仁和牧師 

 

聖誕節

是一個嬰孩

誕生的故

事，為了迎

接一個新生

命，大腹便

便的母親忍

受懷孕與生

產的諸般痛苦，帶給全家喜極而泣的故事；也是一個蘊

含嶄新人生的可能性，使人類的社會與全世界，可以得

到盼望與愛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是耶穌，一個基督

徒非常熟悉的名字，意思是「以馬內利」──上帝與我

們同在。對猶太人來說，耶穌的名字就是希伯來聖經中

的「約書亞」，也有「上帝是拯救」的意思。 

 

在每一年年底，當大部分的基督教會歡喜慶祝

「救主誕」的時候，用聖誕樹、聖誕卡片、聖誕舞會、

聖誕老公公與禮物，熱熱鬧鬧地迎接這個特別的節期之

餘，我不知道 2000 多年前誕生於馬槽的嬰孩，若是出

現在今日，是否也贊許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記念祂？ 

★過聖誕，無需因噎廢食 

 

   有些基督徒認為，12 月 25 日根本不是耶穌誕生

的日子，聖經裡也沒有記載「聖誕節」這樣的字眼，他

們質疑基督徒與教會為何要在這一天慶祝耶穌的生日？

對羅馬帝國歷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教會在每年

的 12 月 25 日慶祝聖誕節，原本就不是因為耶穌誕生在

那日，而是為了轉化當時羅馬人在冬至的節令慶祝太陽

神誕生的祭典。所以教會把基督的誕生訂在這一天，目

的就是為了取代異教的節期。也難怪有些拒絕過聖誕節

的基督徒認為，教會應該遵守聖經並沒有耶穌生日的紀

錄，不可隨從異教風俗來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 

 

雖然聖誕節的起源是因為結合或取代世俗宗教的

節慶而流傳下來的，但是大部分的教會至今仍然選擇在

這一天慶祝耶穌的誕生。如果因為聖經沒有記錄耶穌是

在 12 月 25 日出生，就主張基督徒不應該過聖誕節，我

想這樣的做法是因噎廢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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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對於某些事情與理念的

堅持，特別是有關於宗教信仰的主張，常常犯了矯枉過

正的毛病。例如在宗教改革的時代，加爾文主義的信徒

為了堅持教會信仰的根基是建立於聖經──上帝的話語

上，就將天主教會禮拜堂裡所裝飾的聖像或宗教藝術品

不留情地破壞，甚至連禮拜中所使用的管風琴也一併禁

止，以免信徒受聖經話語之外的影響，落入「偶像崇

拜」的危機。如此激進僵化的改革宗信仰傳承下來，導

致現今許多長老教會的信徒只能用耳朵聽，缺乏用眼睛

看的信仰。後來的神學家批評加爾文主義的信徒這種極

端的改革運動，就像「要倒掉澡盆裡洗嬰兒的髒水，結

果連嬰兒也一起倒掉了！」 

 

我認為，教會在今日記念基督誕生的意義，並不

是因為歷史上的耶穌真的在這一天誕生。其實，沒有人

真正知道耶穌究竟誕生在哪一日，但在羅馬官方史籍的

記錄中，確實有一位名叫「拿撒勒的耶穌」在第一世紀

初時被釘死於十字架上。教會或基督徒從記念耶穌為世

人捨命的「死」追溯到祂的「生」，目的就是為了見證

主基督道成肉身臨到世上，在 2000 多年前成為人，住

在我們當中，充滿恩典與真理（約翰福音 1 章 14

節），帶給全人類有平安與喜樂的盼望。 

 

★過聖誕，學習角色意義 

 

如

今，有許

多教會在

聖誕節期

聚集在敬

拜場所，

用詩歌禮

讚、用聖

經誦讀，

也用祈禱

感恩的心

成為禮物

來朝拜耶穌基督，如同福音書作者筆下的東方星象家，

他們用黃金、乳香、沒藥成為寶貴的禮物獻給嬰孩耶穌

（馬太福音 2 章 11 節）。在這個特別的節期中，基督

徒也用打從內心所生的敬愛來獻給「道成肉身」的上

帝，感謝祂成為人的樣式降臨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與我

們一起在歷史的洪流中體驗悲喜憂樂的人生。 

 

★牧羊人──盡忠天職與主相遇 

 

從聖經的紀錄我們知道，耶穌誕生於深夜，當眾

人沉睡於夢鄉之時，那些在曠野中負責守護羊群的牧羊

人，突然看見異象、聽到天使宣揚極大喜樂的好消息。

他們如同現代大廈的警衛、急診室的醫護人員、馬路上

的清潔隊員……的夜間值勤者，於三更半夜保持清醒，

堅守自己平時工作的崗位。但是，出乎這些牧羊人的意

料之外，他們竟然在這個夜晚邂逅了耶穌基督誕生的驚

喜時刻。 

 

這不也是再次提醒我們，或許基督今日也將「誕

生」在我們的工作場合中，當我們盡忠職守於自己所負

責的工作或「天職」（vocation）的時候，基督誕生的

喜樂就在當下的此時此地（here and now）與我們相

遇。 

 

★星象家──運用智慧得著啟示 

 

從東方來的星象家，在耶穌誕生的那一夜，觀看

變幻莫測的星辰異象。他們好比今日的物理學者或天文

學家，藉由探索無垠的宇宙，想要了解生存在渺小地球

的人類，未來何去何從的命運。這些古代的星象家從自

己有限的了解中，藉著啟明星的導引千里迢迢地尋找，

終於在伯利恆的馬槽裡會遇了嬰兒耶穌。這個奇幻的冒

險故事不也是提醒我們，不要輕視上帝賞賜給人的智

慧，因為好好運用上帝給每一個人不同的恩賜與智慧，

在今日的時代我們也可以如同那些星象家一樣，得到上

帝的啟示與帶領，發現耶穌基督就誕生在平凡與卑微的

地方，與我們分享同喜樂共哀傷的生活。 

 

★希律王──獨裁權勢失落恩典 

 

卑微的嬰孩耶穌誕生在伯利恆，對統治猶太地區

的希律王造成極大的不安，促使他想將所有威脅自己王

權的新生命都剪除。然而，上帝的旨意勝過人的權勢與

野心。希律王瘋狂地想要用暴力來統治他的王國到永

遠，好比在我們的時代中那些迷信獨裁與權威的統治

者，想藉著槍桿子來要脅人民順服，可是在他們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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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永遠的平安。對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來說，當他們想

要用武力來屈服世人的時候，耶穌的誕生不是喜樂與盼

望，反而成為一種致命的威脅。因為他們的生命沒有空

間可以容許新生命的誕生，結果不僅為他人帶來災難，

也使自己失去了上帝對世界的拯救與恩典。 

 

★馬利亞──承擔責任彼此相愛 

 

耶穌基督的誕生對他的母親──未婚的馬利亞來

說，是個現實的重擔與苦悶，她百口莫辯也無法對自己

的未婚夫約瑟來證明己身清白。或許約瑟對馬利亞的懷

孕，不但沒有喜悅，反而認為是奇恥大辱，他越想相信

馬利亞的清白，越想憐愛馬利亞的惶惑時，相對帶給自

己的折磨與痛苦必然也越大，唯一可以為受誤解的馬利

亞來辯護的是上帝。藉著報喜信的天使顯現和對話，馬

利亞情願接受這個甜蜜又痛苦的使命，而約瑟也打破宗

教信仰的禁忌，勇敢承擔責任順服上帝奇妙旨意，用無

條件的愛與包容來接納馬利亞與她肚子裡面的嬰孩。耶

穌基督是在他們兩人彼此的愛與犧牲中，才有誕生的可

能。這也提醒我們，除非徹底實現彼此相愛的誡命與赦

免，跨越宗教的禁忌與成見，冒著眾人譏刺與指責的傷

害，我們才能看見上帝的神蹟，在生命中孕育著救主基

督的恩典。 

 

聖誕節的故事，是有關耶穌基督誕生的福音，也

是發生在當時圍聚於祂生活周遭的人們，隱藏於內心一

切憂喜苦樂的故事，正如我們所體驗的人生那樣。從耶

穌的生死與復活的故事，上帝與我們同在於有限的人生

歲月中 

 

藉著基督的新生命，我們的生命得到改變，短暫

的人生旅程也有一個新的開始與盼望。當我們喜樂地宣

揚這個好消息與他人分享，並善用上帝所賞賜的智慧與

理性，除去個人想利用權力來奪取一己的地位與利益，

實踐愛心與包容的精神，善待生活在自己身邊的鄰舍

時，那麼在今日我們就能歡歡喜喜地迎接，基督誕生在

每一個人的生命中，共同見證天使的頌讚：「願榮耀歸

於至高之處的上帝！願和平歸給地上祂所喜愛的人！」

（路加福音 2 章 14 節） 

[資料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 3173 期] 

 

 聖誕節的禱告 
  

親愛的天父， 

 

求祢幫助我們記得耶穌的出生，讓我們可以

分享天使的歌聲、牧羊人的喜悅、以及博士的敬

拜；幫助我們關上仇恨的門，對世界打開愛的大

門，讓善意伴隨著每份禮物，讓好意伴隨著每句

問候， 

 

用基督所帶來的祝褔，帶領我們脫離兇惡， 

教導我們用清潔的心來喜樂。 

 

願在聖誕節的清晨，讓我們以做祢的兒女為

樂，在聖誕節的夜晚，讓我們帶著感恩的思想入

眠，讓我們為基督的緣故－－饒恕人，也蒙饒

恕。阿們！ 

  

  「資料來源：【心靈故事--溫馨聖誕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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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而戰：NBA得分的力量 
~11 位基督徒球星見證(包括林書豪...)   

  Playing with Purpose 
 

 

  ◆麥克.約基 (Mike Yorkey)：前《愛家》雜誌編輯與作

者，合著與編輯超過七十本書，在他一生當中，為不同的全國性出版社，撰

寫過許多體壇相關的作品。目前居住於加州的恩西尼塔斯（Encinitas, 

California）。 

 

NBA 是職籃的最高殿堂，網羅了各國頂尖好

手，是千萬人中選一的人才，其中的基督徒球員更是少

數中的少數。作者採訪這些基督徒球星，包括現役的得

分王雷霆隊的杜蘭特（Kevin Durant）、芝加哥公牛隊

的射手柯佛（Kyle Korver）、還在金州勇士隊的林書

豪，其他還有帕克（Anthony Parker）、瑞德諾（Luke 

Ridnour）、威廉斯（Reggie Williams）、瓦茲奎茲

（Greivis Vasquez）等人，他們在多試探的環境中如何

保守他們的心，在追求冠軍戒及個人績效的同時，如何

持守他們人生更高的意義而不失去方向。還有已故傳奇

球星快槍俠彼特（Pistol Pete Maravich），在脫下球衣

之後，如何尋找到人生的真正意義而死而無憾，還有您

可能不知道的籃球起源的故事…… 

 

         林書豪（Jeremy Lin）、柯佛（Kyle Korver）、

努內（Nene）、杜蘭特（Kevin Durant）、A 帕克

（Anthony Parker）、瑞德諾（Luke Ridnour）、R.威

廉斯（Reggie Williams）、瓦茲奎茲（Greivis 

Vasquez）、卡曼（Chris Kaman）、S.柯瑞（Stephen 

Curry）、N.柯利森（Nick Collison,）。所有 NBA 球迷

對這支「夢幻隊伍」中，這些天才球員場上的精湛球術

都不陌生，但《為誰而戰》一書，將帶你深入每一位球

員背後那更動人心弦的故事，同時也揭開他們為達到頂

尖職籃水平所跨越的障礙、為努力成為正直典範人物所

面臨的挑戰，以及對提供他們一切行為準則的上帝的信

心。 

 

「為誰而戰」這一本書是在描寫林書豪及其他九

位 NBA 球員在 NBA 裡的親身經歷，瞬間爆紅風靡全

球的台灣豪小子林書豪，他創造了歷史，並不單因為他

是 NBA 場上

第一位華裔的

美籍球員，他

也是第一位進

入 NBA 球場

的亞裔美籍球

員。他說，他

的父母曾警告他要小心 NBA 所帶來的試探，「他們

說：『要有智慧，將會有很多女孩對你投送懷抱，所

以，要有智慧。』典型的父母經！他們更常提醒我，要

常常保守自己與上帝的個人關係。」 

 

   他堅持自己的信念，帶著使命打球，一切為著榮

耀信仰而行，所以他在比賽之前都會跟他的幾位基督徒

隊友，像史蒂芬˙柯瑞和瑞吉˙威廉斯一起做禮拜，是一

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其實林書豪在籃球這條路上走的

並不是非常順，當他為帕羅奧圖高校打贏冠軍賽後，招

募的聲浪並未排山倒海而來，儘管他的-教練丹佩布洛

克，是一位非常有人脈且又受大學教練重視的教練，他

也很支持林書豪，但卻沒有得到各個大學的獎學金，甚

至連就在帕羅奧圖高中對面的史丹佛也說林書豪只能當

隨隊實習生，所以他轉向東區那八所長春藤名校，終

於，哈佛與布朗都希望林書豪能來打球，最後他選擇了

哈佛，但是之後在打球時，林書豪卻常常遇到一些不成

熟的球迷奚落，那些人會喊：「糖醋排骨」或「餛飩

麵」等等，他忍受著這一些無理的話，但同時他更迫切

禱告，就算那些嘲弄讓他很不舒服，他仍決定用比賽本

身來說話。在他的努力之下，哈佛重新在大學籃球隊中

引起眾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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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書豪的包容、容忍的態度是非常好的，他不會

因為他人的言語辱罵而跟人家起爭執或表現出不悅。林

書豪說：「在最艱難的時光中，要緊緊抓住上帝建立與

上帝更親密的關係。我讀了好多書，我也不停禱告，這

是我一生中禱告最多的時候，我真的學到了很多。」他

不只是一個有教養的球員，更是一位球技精湛的好手，

勇士隊的老闆曾說：「林書豪這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卻

沒被史丹佛接受，這非常愚蠢的！這孩子就在對街，而

你卻看不到他的能力，你的腦子一定有問題。」林書豪

也說過：「如果我以後變得不一樣，變驕傲了，你們一

定要提醒我。」 

 

   書裡面所講的那些 NBA 球員，因為接觸了基督

教而改變了他們的一身，也靠著上帝度過了許多難關，

我覺得不管是基督教或其他的宗教，人們可以從它們身

上獲得力量，使得人們可以繼續前進，就是一個好的精

神支柱，我相信基督教跟上帝一定給了林書豪很大的力

量。他那種態度，那種意志與決心，讓他成為一個值得

被大家關注的球員，因為他總是帶著使命上場。 

 

   用三分球詮釋 NBA 得分的力量，青梅竹馬的愛

情蒙上帝賜福。 

 

   《為誰而戰：NBA 得分的力量》，幾乎全隊

都是基督徒的金州勇士隊，在今年季後賽的表現，

無疑讓人看到未來必定成為強權的年輕球隊誕生。

2013 年 NBA 季後賽當中，勇士球星 Stephen 

Curry 成為最備受矚目的球員之一。Curry 的父母

都是基督徒，他也從小去教會。在基督教家庭成長

起來的他，在高中就讀於基督教學校，並且打得一

手的好籃球。他的籃球球技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父親

的傳授 

 

Stephen Curry 的父親名叫 Dell Curry ，曾

經是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 NBA 著名的神射手。在學

校備受歡迎的氣氛下，他沒有學壞，而是選擇潔身

自好。因此很多人開玩笑說：像你這樣全身一點都

沒有紋身的人，將來怎麼進 NBA？！不過，曾經被

這樣質疑的 Curry 在今年 2013 年 4 月 18 日刷新

NBA 史上單

季投進最多顆

三分球的紀

錄，相信籃球

場上沒有能比

單季投進 272

顆三分球更能

證明或詮釋

《為誰而戰：

NBA 得分的

力量》。 

 

   不止在

生活方面 

Curry 懂得自

己想要的是什麼，在婚姻方面同樣如此。美好的父

子關係對於 Curry 擁有男人的責任感起了重要作

用。父母恩愛，也讓他懂得家庭的穩固是事業的保

障。因此，在擇偶上，他一向謹慎並且願意尋求父

母的同意。他和妻子阿耶莎是青梅竹馬，他們是在

雙方父母都參加的教會活動當中認識的，當時兩人

被分在教會的青少年團體當中。當時  Curry 的父母

就開玩笑說，要是他能和阿耶莎在一起的話，那該

是多可愛的一件事，卻沒想到到了最後兩人就真的

在一起。上帝願意祝福敬畏神並且彼此相愛的人。

在基督徒的婚姻上，只要我們願意遵行神的旨意，

自己先成為優秀的另一半，神必定會賜福給最適合

的配偶。現在 Curry 已經成為了一名父親，在 2011

年結婚後，次年上帝賜予他們一個可愛的女兒。25

歲的他雖然有著一張娃娃臉，但卻在照顧女兒方

面，盡顯慈父本色。 

 

   「資料來源：金石堂網路書局；基督時報；三

魚網站」 

http://www.pcstore.com.tw/seedream/M13689828.htm
http://msn.foxsports.com/nba/story/stephen-curry-breaks-single-season-record-for-3-pointers-with-272-as-golden-state-warriors-beat-portland-trail-blazers-04
http://msn.foxsports.com/nba/story/stephen-curry-breaks-single-season-record-for-3-pointers-with-272-as-golden-state-warriors-beat-portland-trail-blazers-04
http://msn.foxsports.com/nba/story/stephen-curry-breaks-single-season-record-for-3-pointers-with-272-as-golden-state-warriors-beat-portland-trail-blazers-04
http://msn.foxsports.com/nba/story/stephen-curry-breaks-single-season-record-for-3-pointers-with-272-as-golden-state-warriors-beat-portland-trail-blazers-04
http://www.pcstore.com.tw/seedream/M13689828.htm
http://www.pcstore.com.tw/seedream/M13689828.htm
http://www.pcstore.com.tw/seedream/M13689828.htm
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305/14/108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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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氣息當讚美 Let all things now living】 
                                                                             世紀頌讚，36 

 

                            
                           凡有氣息萬物都當獻上感恩，歡呼頌揚讚美歸造物真神。 

祂創造眾生靈，祂保護又同在，日日引領我們到歲月之終。 

主展開祂旌旗，主光在前引導，黑夜中立火柱，明光照前程， 

陰影不再籠罩，黑暗盡都消散，一路伴我前行，到光明美境。 

主命令眾星宿循軌運行不息，日月照主命令按時發光明。 

凡大山和小山，河川和眾泉源，連大海的深處都讚主聖名。 

萬民皆當聚集，揚聲敬拜讚美，獻上頌讚尊崇，歡欣的美音， 

凡有氣息萬物，齊來頌主鴻恩，和散那歡呼聲，歸至高真神。 
 

 

 

 
 ◆凱瑟琳·K·戴維斯
(Katherine K. Davis 1892/6/25-1981/4/20

年 6 月 25 日; 她早期的童年學習鋼琴，

聖約瑟夫高中畢業後，她就讀於韋爾

斯利學院，在那裡她獲得了比林斯

獎。她 1914 年畢業後任教。後來戴維

斯前往巴黎，在音樂教育家納迪亞布朗研究。回到美國

後，她留校任教，在協和學院（馬薩諸塞州），並同時

去了托馬斯·惠特尼 Surette 的研究，後來戴維斯還在費

城的黑幕山女校教音樂。 1941 年戴維斯創作“小鼓手男

孩，”她最初名為“鼓的頌歌。” 這件作品並沒有取得立竿

見影的成效，但卻成為戰後一個很大的影響，這首歌由

馮特拉普家族和哈里西蒙尼合唱團錄製（唱紅 1958

年）。 西蒙尼的錄音成為排行榜的頂端。這首歌由許

多聲樂藝術家，也是最有名的在 1977 年的二重唱平克

勞斯貝和大衛鮑伊唱紅。戴維斯在她的晚年成為活躍的

作曲家和教育家。安息後遺產捐給韋爾斯利學院音樂

系。 

  詩歌詞句聖經參考： 創 1，約伯記 26：7-14;  38 

  「資料來源：www.arkivmusic.com/classical」 

  

【有一位神 There Is a God】 
世紀頌讚，38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副歌：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曲：游智婷(Sandy C. Yu) ，
歌手，牧師， 音樂製作人 。 從小具有

超高音樂天賦，生於台灣，國中時隨家

人赴美，定居洛杉磯 ，大學時在南加州

主修鋼琴演奏。  USC 鋼琴系學士，

UCLA 音樂系碩士，著名華人非盈利樂團“ 讚美之泉 ”的

創建人、負責人、團長，創作了許多華人中間耳熟能詳

的歌曲，在海外華人之中影響更甚。  

 

         詞：萬美蘭（游智婷大學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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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世紀頌讚，39     

 

 
這是天父世界，我常側耳傾聽，受造萬物歌唱不停，宇宙辰星和應。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得享安寧，花草樹木，藍天碧海，全是天父造成。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張翅飛鳴，旭日晨光，百花爭放，同頌天父恩情。 
這是天父世界，萬物顯祂光彩，青草蔥蔥祂在其中，父神無處不在。 
這是天父世界，讓我千萬別忘，黑暗勢力雖然猖狂，主仍是大君王。 
這是天父世界，戰爭尚未完畢，基督救贖世人蒙福，神國人間合一。 
 

 

 

◆貝葆柯（Maltbie Davenport Babcock, 1858-

1901）是位罕有的人才，集音樂家、運

動員、學者、詩人與傳道人於一身。 他

出身於紐約顯赫的世家，自童年就活力

充沛。 他大學畢業後，繼入神學院深

造。 他個性隨和活潑，是學校捧球隊的

投手及游泳選手，善奏風琴、鋼琴及小提琴，在學校的

社團活動中，是一位出色的領導者。 
  

貝葆柯酷愛大自然，神學院畢業後，在樂堡

（Lockport）長老教會牧會。 他經常在清晨到附近山上

漫步，在那裡可遠眺安大略湖的湖光景色，自晨曦中他

欣賞完美的天父世界。 有時他也徒步林間，聆聽百鳥

和鳴，風拂林梢的天籟。 這首詩就是在他某次散步歸

來後寫的。  
  

這首詩在他逝世後才發表，原詩共有十六節 ，摘

錄成三節。 主題在表明 神是「父」的身份，因在舊約

中，神有十六種尊稱，「父」是其中之一。 舊約中雖

很少引用「父」字，但在新約中，耶穌不斷以「父」來

稱呼 神。 貝葆柯除了述說天父世界的美景，萬物頌揚

外，他也看到 神的同在和大能，如第三節所言：「求

主叫我不忘，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1886-1899 年間，他出任著名的布朗紀念堂（Brown 

Memorial Church）牧師，他的講道生動活潑，達觀有

力，深獲各界的愛戴。 附近霍布金斯大學（Hopkins 

University）的師生，對他更是十分仰慕，特為他在校院

內設一辦公室，以便他與學生能經常交通。十四年來，

無數學生受益於他的輔導。 
  

1901 年夏他在旅歐途中，在意大利逝世。 他的妻

子搜集了他的講章和詩詞，出版了一本「每日省思」

（Thoughts for Everyday Living），這首詩也包括在內。這

首聖詩的曲調，是貝葆柯的好友，商人謝柏德（Franklin 

L. Sheppard, 1852-1930）根據童年時，自母親學得的英國

兒童民歌，改編而成。 
 

「資料來源：古今聖詩漫談, Hymnary.org」 

這是什麼世界？                            by 施以諾 
 

前一陣子，有媒體記者就「每天關機一小時行

動」一事訪問我，原因是我在網路上響應了這項行動。 
這個行動當時的確在在引起了我的共鳴。可不是嗎？打

開電視，看到部份公眾人物詭辯的言詞，看到種種不公

義的現象，映入眼簾的盡是種種無奈與氣結的消息，的

確不如不看的好。甚至，我們要灰心地問：「這是什麼

世界？」「這個社會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當然，一切也不見得這麼悲觀。這讓我想起了貝

葆柯（M. D. Babcock）的故事，有一回，喜愛到處旅行

的巴柏克在一處大自然中，看著四周美麗的景色，便寫

下了歌詞：「這是天父世界，小鳥長翅飛鳴；晨光映

暉，好花麗蔚，頌揚造物尊名。」這首歌，就是知名的

聖詩【這是天父世界】。之後，他想到世上的種種紛擾

與動亂，便又寫下了「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勢凶狠，好像得勝，天父卻仍作王。」 
 

我特別喜歡貝葆柯之後的歌詞：「求主叫我不

忘：罪勢凶狠，好像得勝，天父卻仍作王。」當我們覺

得這個世界上謬論當道，覺得社會上充滿了不公義，覺

得似乎天理不在的時候，千萬不要忘了，造物主仍舊掌

管這個世界，祂必會有其公義與美意。 
 

這首【這是天父世界】的曲風優雅而愜意，令聽

者好似倘佯在大自然的風景之中，因而大受歡迎！ 
 

下次當我們再灰心地自問「這是什麼世界？」

時，不妨提醒自己：「這是天父世界！」 

 

「資料來源：施以諾的網站」 

http://www.mbcsfv.org/chinese/library/hymncampanions/songs/055.Wma
http://www.hymnary.org/person/Roberts_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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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靈命日糧 /推薦=Connie 龐 
 

  獻上一切 Giving All 
讀經: 羅馬書 12 章 1-8 節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 12 章

1 節 

 

在約翰•甘迺迪唯一的那場美國總統就職演說

中，他對美國人民發出了一項挑戰：「不要問你的國家

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那是對

人民的一個呼籲，要求人民奉獻生命服務他人。他的這

番話激勵了許多人，尤其是那些父母曾在戰爭中為國家

效命的男女。 

 

他的意思很明確，那就是：當初他們父母所獲取

的，大多是以寶貴性命換來的，如今必須經由和平的方

式加以保護。後來一群人響應了這項呼召而組成一隊志

願軍，數十年來在全球完成了無以計數的人道工作。 

 

許多世紀以前，使徒保羅在羅馬書 12 章的起始幾

節中，也對基督徒發出了一項類似的呼籲。他力勸我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來事奉那位為我們的罪犧牲

生命的耶穌。這種屬靈的獻祭，不只是在話語上，而是

把生命完全地擺上，讓他人的身、心、靈得到上帝的恩

福。 

 

最棒的是，我們此時此地就可以如此事奉。 

 

親愛的天父，請教導我今天如何將生命完全獻給

祢，然後，再賜給我力量去付諸行動。 

 

別總是問耶穌能為你做什麼； 

要問耶穌你能為祂做什麼。   

 

圓滿的結局 A Happy Ending 
讀經: 以弗所書 4 章 20-32 節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上帝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以弗所書 4 章 32 節 

 

有個朋友跟我分享一段經歷。多年前，他坐在電

視機前看橄欖球賽，年幼的女兒就在旁邊玩耍。當他支

持的球隊表現得很糟糕時，他生氣地抓起身邊的東西砸

在地上，結果女兒最鍾愛的玩具就被他摔碎了，女兒的

心也碎了。朋友立刻抱起女兒道歉，用別的玩具安撫

她，以為一切都沒事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暴怒嚇到他

四歲的女兒，而女兒也不知道自己的傷害有多深。然

而，饒恕的時刻終究來到。 

 

多年以後，女兒懷孕了，他送了個一模一樣的玩

具給未來外孫。他女兒拍了玩具的照片貼在「臉書」

上，留下這段話：「這個禮物有一段我童年的回憶，並

不是讓人開心的故事，但現在終於有了圓滿的結局！修

復一段關係是多麼美好的事。謝謝你，外公！」 

 

聖經力勸我們要避免暴怒，只要穿上「照著上帝

的形象造的」新人，而這新人「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以弗所書 4 章 24 節）。若我們因為他人的憤怒而受

到傷害，上帝也鼓勵我們，「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

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32 節）。 

 

恢復關係並不容易，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中，一切

都可能。 

 

有時我的脾氣暴躁，求主幫助我做事或說話前，

都三思而行；我若傷害了人，讓我願意道歉。感謝祢先

饒恕了我。 

 

悔改與饒恕是修補破裂關係的不二法門。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羅馬書12:1-8&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以弗所書4:20-32&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0以弗所書%204:24&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0以弗所書%204:24&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以弗所書4:32&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以弗所書4:32&version=CUV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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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世界 God’s World 
讀經: 詩篇 24 篇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

耶和華。-詩篇 24 篇 1 節 

 

我知道兒子期盼在生日時，收到一張世界地圖當

禮物。我逛了好些商店，最後發現一張五彩繽紛的世界

地圖，地圖上每個區域都有插圖。巴布亞新幾內亞上方

盤旋著一隻鳥翼蝶；智利山巒巍然屹立；而南非則裝飾

了一顆鑽石。我很喜愛這張地圖，但地圖下方小標籤上

的字卻讓我不以為然，上面寫著：我們的世界。 

 

從某一方面來說，地球的確是我們的世界，因為

我們住在其間。我們可以喝其中的水、採地上的金礦、

捕海裡的魚，但這全是因為上帝允許我們這麼做（創世

記 1 章 28-30 節）。事實上，這是上帝的世界，因為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

華」 （詩篇 24 篇 1 節）。最使我驚奇的，就是上帝將

祂那不可思

議的創造，

交託微小的

人類管理。祂知道我們有些人會蹧蹋它、不承認它是上

帝創造的，甚至宣稱這一切都是我們的。但上帝仍然允

許我們把這片土地當成家，且讓萬物藉著祂的兒子而存

在（歌羅西書 1 章 16-17 節）。 

 

今天，讓我們花點時間，享受上帝的世界吧！嚐

嚐香甜的水果、聽聽清脆的鳥鳴、陶醉在夕陽當中。讓

你所居住的世界，啟發你敬拜那擁有這一切的上帝。 

 

主啊，求祢幫助我，偶爾停下腳步，去欣賞、聆

聽、品嚐、思想這一切使我們喜樂的恩賜。感謝祢今天

向我顯現祢奇妙的創造和大愛。 

 

受造物的美麗激勵我們讚美上帝。   

  
最棒的釣魚區 The Best Fishing Holes 

讀經: 啟示錄 22 章 1-5 節 

 

 

他被提到樂園

裡，聽見隱秘的言語，是

人不可說的。-哥林多後

書 12 章 4 節 

 

幾個月前，我的朋

友葛斯去世了。他跟我同樣喜歡釣鱒魚。每逢週末，他

通常會坐著小艇在附近的湖上垂釣。前幾天，我收到他

女兒海蒂的信。她告訴我，自從葛斯回天家後，她就常

跟孫子們講述有關天堂的事情。有一天，其中一個也熱

愛釣魚的六歲孫子，想像著天堂的樣子，以及曾祖父葛

斯在那裡做的事時說：「那裡真的好得無比！」接著他

又說：「耶穌正告訴曾祖父，哪兒是最棒的釣魚區！」 

 

保羅描述上帝所啟示給他有關天堂的異象，是言

語無法形容的。他在哥林多後書 12 章 4 節說：「他被

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秘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這或

許是因為人類的言語和理解能力有限，所以無法表達天

堂的真貌。 

 

雖然知道更多有關天堂的細節，我們可能會得到

一些安慰，但我們有把握的並不是這些知識，而是認識

上帝本身。因為我認識祂，也知道祂多麼美好，那我就

可以滿懷信心地離開此生和地上的一切，進入美好的天

堂。耶穌也必定會帶我去看那「最棒的釣魚區」，因為

祂就是如此良善的上帝！ 

 

讓我們每天禱告，祈求上帝更完全地向我們顯現

祂自己，讓我們能看見、能聽見、能品嚐、能感受，那

美好的未來世界。 

 

世上的一切，都不及在天堂與基督同在。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詩篇%2024&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創世記1:28-30&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創世記1:28-30&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0詩篇%2024:1&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歌羅西書%201:16-17&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啟示錄22:1-5&version=CUV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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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靜好   
．      

    ◆文=賀台貞 
 

   「歲月靜好」這四字語出 1944 年，是作家胡蘭

成在與張愛玲結婚的證詞上。  

 

   我自已是一直喜歡這四個字的，尤其是在邁入

「春去秋來老已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的年紀，更加體

會這其中的平淡幸福。 

 

   但是當最愛的妹妹就這樣離世了，不自覺湧上的

思念和空虛常常像吞疵的深淵。 

 

   文學家歐陽修說：「人生聚散苦匆匆，此恨無

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散文家朱自清也問：「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

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

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是有人偷了它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它

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安息禮拜結束後的頭一個主日，我走進教會聽到

這首詩歌：安靜 Be Still。 

 

   「安靜，讓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

風浪讓我靈更堅定，在我身旁祢使風浪平息，我不害

怕，我仍然要敬拜；祢陪我走向應許之處，充滿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滿有祢的印記。」 

 

   我知道這是神親自在跟我說話，祂深知我的心思

意念。 

 

   詩篇 66：17-20「我曾用口求告祂，我的舌頭也

稱祂為高。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但神實在聽

見了，祂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神是應當稱頌的！祂

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祂的慈愛離開我。」牧

師分享信息時說這篇經文是神透過內心平安來回應我們 

 

 

的禱告，神給我們的

平安不是靠自己想

像、或靠意志力得來

的，乃是聖靈放在我

們心裏面的。 

 

   牧師更引用腓

立比書 4：7「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神會

直接回應我們的問

題，當我們把掛慮交託給神，神就賜下出人意外的平

安，讓你的心境穩定下來，這樣的平安要成為你心裏的

力量，不是你預測或掙扎得來的，乃是神賞賜的。 

 

   是呀，人生走著走著，因著神話語我該學會了，

讓捨得的和捨不得的都隨緣了！ 

 

   是呀，人生走著走著，因著神話語我該看透了，

明白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是呀，人生走著走著，因著神話語我該清醒了，

知道不是身邊親人都能陪你經歷所有，只有神能安慰我

心！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東坡：定風波） 

 

   那天聽到一首詩歌：「找一個地方」。我一切了

然於心了。 

 

   「找一個地方，輕輕閉上眼睛，祢的話祢應許浮

上心頭，我的心渴慕祢，我的靈仰望祢，靠近祢我心必

得安息．I want to go to a place，與祢相遇．徜徉在祢懷

裡寧靜，I want to go to a place，聽祢聲音，享受在充滿

愛的同在裡．祢的愛，祢的溫暖，安靜我的心，安慰我

的靈．祢的愛，祢的溫暖，安靜我的心，安慰我的

靈。」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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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一位香港基督徒/推薦=趙崇國 

自我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

傲，謗瀆，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沽，無親

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任意妄

為……」（提後 3：2-4）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

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

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 神， 

在這裡提到末世人的情況，不但可以證明聖經的話真實

可靠，預言必定應驗，而且叫我們知道謹慎預防，不至

陷入危險之中，同時也教訓我們不要受這種末世之靈和

潮流的影響，和世人一同在罪上有分，遭到同樣的報

應。 
 

   以專顧自己，貪愛錢財來說，人就很容易陷入其

中，末世尤其如此。古時人多有仗義疏財，捨己為人的

事，基督徒卻絕不該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以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來說，這更是末世的

特徵，和古時重孝道，講義氣，講報恩，講正心，慎獨

等完全背道而馳。 
 

   沒有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來說，

末世和古時的人也不同，失去一切道德，良心，正義的

約束，甚至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 

以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

來說，更是指信徒不能墮落的情形，不但自己不要如

此，也要離開這樣的人。我們要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

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 2：22）。 
 

~~~  

   你在曠野、困苦的道路上摸索的時候，必須確實

相信神的愛，會在你為主受苦以後預備光榮的結果。神

向你保證黑暗之後，日光必要再臨，並要在你現在所受

的一切苦難之中發出光來。 
 

默想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逿過江

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

不著在你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是以色列的

聖者你的救主……──賽 43:2-3 

      為己為主?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

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

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

面不是徒然的。 
 

   我們所有的信徒都像僕人一樣，將來要在主面前

交賬。我們怎樣用主所給我們的一生光陰、才幹、金

錢，以及一切所有的；怎樣過我們一生的生活，究竟為

主作了甚麼，如果整天閑站，虛度光陰，白佔地土，就

要受至懲罰，更不用說犯罪作惡，隨從肉體情慾，違背

神的旨意了。 
 

   許多信徒也覺得不該糊塗的度日，一生白白地過

去，卻不知道作甚麼才好，似乎沒有目標。工作的方

向，找不著門路來事奉主，我們究竟能作甚麼呢？ 
 

   首先應當確定的，就是將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主，

完全為主用，不再為自己。凡不是為著主的就不作，凡

所作的都是為主而作，有了這個基本的原則以後，就要

求主指示我們當為祂作甚麼，能為祂作甚麼工作。如果

不知道，就當每天多讀聖經，多禱告求主指示。我們從

聖經中會漸漸清楚，應當為主作甚麼，主的工作在那

裡。例如傳福音，作見證，領人歸主，幫助軟弱的肢

體，尋找迷失的羊，服事眾聖徒，為萬人代禱，以及各

種施捨、行善、榮耀神的事、藉著禱告求聖靈引導，環

境的安排，預備機會。如果有心想要為主作工，是不會

找不到工作的，若無心，遇見機會也要錯過。 
 

~~~  

   神常常只讓我們看前面當走的一步，而不告訴我

們以後的路程，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使我們在黑暗試探

中，操練信心最好的方法。因為神愛我們，有一天將要

把信心的冠冕戴在我們頭上。為了這個目的，祂必須先

為我們多預備些這樣操練信心的機會。 
 

默想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

我必如精金。──伯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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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主喜悅 

「所以無論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

得主的喜悅。」（林後 5：9） 

 

   人各有志，有志竟成，除非中途變志，否則所有

心思、力量、盼望、目的都集中在它上面。是必能有成

的，試想一想一般人的志向是什麼？我們自己的志向又

是什麼？一般人的志向不外乎今生在世上得些名利、地

位、金錢、學問、愛情、享受，或者最多想為別人謀幸

福。達到某種理想，但最終證明人的志向與成就未必真

有不朽的意義，事過境遷，只留下一些記憶而已。 

 

   真正有意義的努力和成就是在神的眼中看為如

何，祂是最高最終的判斷者。無論別人怎樣看法，如果

神認為不對，就完全完了，終歸毀滅消亡。如果神認為

有價值，合乎祂的旨意則能永遠長存，得到報償。主耶

穌基督是神所立承受萬有的主，父將一切都交在祂手

中，祂是審判的主，祂的判斷是根據祂自己的標準，祂

要賜給誰就賜給誰，要叫誰怎樣就怎樣。 

 

   因此保羅看清了，認識了別的都算不得什麼。最

重要的是討主的喜悅，這不但是祂現今的志向，也是他

永遠的志向和目的。 

 

~~~  

   有時我們的禱告不蒙神垂聽，我們當明白︰凡作

神兒女的要求告父神，想從祂那裡得到許多恩典，就必

須活出神真兒女的樣式，並遵守祂的誡命﹗任何一個不

能這樣做，或是明知主曾吩咐我們不要論斷人，卻仍喜

歡論斷人的，就要受主這節經文的審斷︰“你們不要論

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

樣被論斷。”(馬太福音 7:1、2) 

 

默想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

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

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太 7:1-2 

   
 

  基督是真理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

穌基督來的。」（約 1：17） 
 
世人都犯了罪，結果只有死（羅 5：12），但沒有律

法，人對於罪是不清楚的，律法能叫人知罪（羅 3：

20；5：13，20；7：7）。世人雖然有良心在裡面起律

法的作用（羅 2：14-15），但不足以表明神的要求，和

人所當盡的本分，直到摩西所傳的律法和誡命才有清楚

的指示。根據這個標準來衡量人的罪，雖然世人之中，

也有義人與惡人的分別，但按神的絕對標準來說，沒有

不犯罪的人。因此律法向全世界宣告了神的旨意和要

求，也顯明了人的罪惡和虧欠。 
 
這樣，人就沒有希望了，只有被定罪滅亡了。是的，憑

自己是沒有希望的。根據律法，人沒有法子在神面前稱

義，只是按當時的情況比較，才能說自古以來各時代也

有義人。若不是神找出拯救的途徑，人是完全滅亡了，

但感謝神，祂差祂的獨生子降世，帶來恩典和真理，使

人可以得祂的救恩，知道祂的旨意，有永生的門路和榮

耀的盼望。 
 
從耶穌基督降世到今天兩千多年之後，人不應當再在黑

暗、罪惡之下，走死亡之路，乃應當到祂那裡得到恩典

和真理，這是每個人的前途和命運之所繫。如果置之不

理，就太可惜了，他必永恨不已。 

 

~~~  

     神最愛甘心接受自認微小的人，祂卻遠離那些

在心裏或用言語控告別人的人。這些心懷驕傲與神為敵

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滿身都是敵意。如果你要想得

到神的愛，首先必須在神面前認識自己，而不可攻擊他

人。若能自責不義，神就會站在你這一邊，祂要把祂的

愛賜給你，並為你常常代禱。 

 

默想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

樂。──詩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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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 
若你要送單張或福音書籍，下面是 10 種

絕佳的破冰問題。 
 

(1) 我有一個禮物要送給，這是 

最暢銷的書（最暢銷的書中的一部分）。 
 

(2) 本書改變了我的生命，我也經歷了莫大的祝 

福，你願意讀一下嗎？ 
 

(3) 你想知道人生的意義嗎？這本書（單張、小冊 

子）可以幫助你找到答案。 
 

(4) 你知道有一位創造宇宙的神無比的愛你嗎？你 

想認識祂嗎？這本書（單張、小冊子）可以幫助你。 
 

(5) 我可以與你分享可能你從來沒有聽過最棒的事 

嗎？ 

 

(6) 重生進入神的家。

你想知道這是什麼

意思嗎？ 
 

(7) 當在醫院時可 

以說：我可以給你介紹一

個最了不起的醫生嗎？這

是他的名片。 
 

(8) 為了你的未 

來，你是否願意花一些時間讀一下這本書？ 

 

(9) 我可以跟你談一下生活中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嗎？ 
 

(10) 我看出來你喜歡讀書。我知道一本很棒的書， 

而且記載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求神帶領我們，給我們各樣屬天的智慧，並鼓勵

大家多在基督的生命上插根，幫助我們傳講全備的福

音，另外我們深知我們不過是撒種的，所以不要計較果

效，因為收穫的在於神！ 

 

「資料來源：口袋聖經協會」 

一杯涼水 
 

◆文=獅子 
 

  這時候一杯涼水算得了什麼

呢？可是對於外出的客旅就不一

樣了。當他們在經過一番長途跋

涉之後，正巴不得能夠有一個地

方歇歇腿，喝上一口水時，此刻

要是有人能夠適時的奉上一杯涼

水，那真是能夠讓人家感激不盡的了。兒時在台灣鄉下

的荒郊野外，常常有人在樹下擺上一個茶桶，茶桶上面

放有一、兩個杯子讓路過的人能夠喝上一口茶水，解一

解口中的乾渴，好繼續行走未完成的路程。最讓人窩心

的是茶桶上往往有主人用紅色的油漆寫上「奉茶」兩個

字。提供茶水的善心人士是以一種恭敬的態度，希望路

人能夠享用自己善心所預備的茶水！真是非常的有人情

味！ 

  

         主耶穌在世的時候常常用比喻來教導衆人。祂在

馬太福音的第十章裏説，「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

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愛心並不在於物質的豐富或者是

貴重，而是在人家最有需要的時候給予適時的幫助。主

耶穌在差遣門徒們兩個兩個出去傳道時對他們說，「行

路的時候，不要帶拐杖和口袋，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

不要帶兩件掛子。」接待主的僕人是耶穌對基督徒的期

待，也是基督徒的責任。即使是招待一杯涼水，也能夠

得到耶穌的賞賜。 

  

         記得二零零六年時，我曾經有一個機會到中東的

國家「科威特」去出差。這個盛產石油的國家，氣候卻

是十分的乾旱，飲水不是像美國一樣，可以隨手取得，

旅店中所提供的瓶裝水甚至還是從隣國，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UAE）所進口的。在中東沙漠乾旱的地區旅行，

最希望的是能夠在口乾舌燥的時候，可以有一杯冰涼的

水用來解渴。那種久旱逢甘霖的喝水感覺，相信會是一

種非常大的享受。古人云，「不要錦上添花，多點雪中

送炭。」在別人口渴的時候，適時的給人家送上一杯涼

水，照樣地也能夠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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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滕近輝牧師 

 

永遠不變的基督，對於信徒們應該天天在改變！

你昨天所認識的基督，應該與今日不同，你的認識應該

天天在進步。在神學上講，我們不能認識永遠不變的基

督，因為不變的基督只能逐漸向我們有限的悟性顯現，

在這個過程中，祂向我們時時在改變，只有「到那時」

(林前13:12) 我們才能認識不變的基督。現在我們只能藉

信心「知道」基督永遠不變，但是在悟性的了解上，基

督向我們天天在改變，這是某帶與信徒的正常關係。一

個沒有這種在認識基督上的「漸變」的信徒，是一個病

態的信徒。 
  

我們怎樣在「認識主」上日漸進步呢？新約中給

我們許多清楚的路標，現在提出幾個略加研究。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太5:8) 
 

信徒認識神的程度，是以他們「清心」的程度來

衡量的。心靈越清的信徒，認識神越清楚，神的形像只

能在一個「清心」的心靈中映出。「清心」就是清潔而

清純的心，一個滿了情慾、污穢、世俗，與自己的心，

是不能認識神的。在這樣的心中，撒但裝作神坐在王位

上。掃清心靈是尋求認識主的第一步。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明白基督

的愛…」(注意「能以」二字)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弗3:18；約

壹4:8) 
 

「明白基督的愛」是認識主的重要的一步。我們

怎樣才能認識主的愛呢？只有當我們愛人愛主的時候，

才能漸漸多明白主愛的高深！一個沒有愛的經驗的人怎

能懂得愛呢？怎能欣賞愛呢？當我們因愛別人而感受痛

苦的時候，便會逐漸更多的了解主愛。一個母親是否比

一個單身女子更易懂得主愛？所以保羅說：當「我們的

愛有根有基」的時候，才「能以」明白基督的愛。 

 

「在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西1:10) 
 

結果子亦是認識主的條件

之一，「結果子」與「認識

主」之間有一種微妙的聯繫 —

我們只能在工作中認識神！我

們每多結一個善果，就會多看出神的計劃與旨意。「認

識主」不是抽象的一回事，懶惰人永不能得到！保羅將

「真」字加在「知道祂」之上 「使你們真知道祂」(弗

1:17)。「真認識主」與「假認識主」之間的分別，就是

前者是生活與工作中的認識，後者是頭腦的認識。 
 

「因受苦得以完全。」(來2:10)  
 

受苦能使信徒得以完全，包括「認識主」在內。

約伯在受苦之後才說：「從前我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

見祢！」 
 

未經痛苦前的認識主，是幼稚的，膚淺的，初階

的。在信徒的靈程上，幾乎每一步「更深的認識主」都

是由痛苦學得的。痛苦永遠與祝福同在！只有痛苦能使

認識深刻！文學與藝術上不是滿了這樣的例子麼？痛苦

是咒詛—當我們被它打倒的時候！痛苦是最大的祝福—

當我們向它微笑而以之為器皿的時候！ 

 

「將那賜人智慧與啓示的靈賜給你們，使你

們真知道祂。」(弗1:17) 
 

「認識主」是「智慧與啟示的靈」的工作，但是

在神能先成祂的工作以前，信徒必須順服神的啟示，而

不使「聖靈擔憂」。在我們沒有順理或實行既得的啟示

與亮光之前，聖靈決不將更多的亮光與了解給我們，我

們走進一步時，才能看見較遠的一步。每步「認識主」

總帶來某種工作與責任，只有當我們完成它們時，才能

進一步認識主。 
 

「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基督為至

寶。」(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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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認識基督的祕訣在那裡？答：他付上了追求

的代價—為耍認識基督，他將萬事當作有損的。付代價

的尋求是認識主的唯一道路，那一個深識主的人沒有付

上過「密室」、「晨更」、「與主面對面」的代價呢? 

 

你為「認識主」付上了多少代價？你是在尋求主

的面麼？ 

 

   「資料來源：《安慰季刊》第三期」  

 

  詩人體驗中祈禱十喻 
 

詩篇中，詩

人用十個比喻把

他們所體驗的祈

禱意義表達出

來。  

 

求主賜給我自己更多祈禱的心，也求主帶領

本堂走上更有能力的祈禱之路。  

 

1) 祈禱如鹿渴慕溪水——「神啊，我的心切慕

祢，如鹿切慕溪水。」（四二1）  

 

2) 祈禱如堵住破口——「摩西站在當中（原文是

破口），使祂（耶和華）的憤怒轉消。」 (一○

六2 3）缺少祈禱的教會如缺垣之城。  

 

3) 祈禱如焚香獻祭——「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

祢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一

四一2）  

 

4) 祈禱如守夜——「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

的，等候天亮。」（一三○6）祈禱者是守望

者。  

 

5) 祈禱如燈——「祢必點著我的燈。」（一八

2 8）  

 

6) 祈禱如向山舉目——「我要向山舉目……我的

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一二一1 -

2）  

 

7) 祈禱如容器——「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

滿。」（八一1 0）有信心的祈禱，使教會蒙

福。  

 

8) 祈禱者如孤雀——「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頂上

孤單的麻雀。」（一○二7）這是心靈沉重者

的祈禱。  

 

9) 祈禱如僕人候命——「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

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

的神。」（一二三2）  

 

10) 祈禱如旱地盼雨——祈禱帶來復興的甘霖。

（六三1，一四三6）  

 

  「資料來源：滕牧師著作《給我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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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歲首
◆陳鼎亮牧師 

 

春來

暑往，秋去冬

臨，歲月的痕跡

鐫刻在秀麗的秦

巴山區，低吟于碧水旖旎的漢江河畔，回蕩在在八百里

平川原野，飛舞在氣勢磅礴的黃河頌聲中，跳躍在舞動

的紅綢腰鼓間，也留在一座座教堂的尖塔上。轉瞬間，

又過一年了。 

 

悠悠歲月，念念恩情。回眸上帝引領我們渡過 365

個日日夜夜，有風暴，也有喜樂，有跌倒，也有扶持，

有暴風驟雨，也有陽光雨露，這一路上帝帶領我們都走

過。上帝給我們每一人都有美好的應許：從歲首到年

終，「耶和華祢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 11：

12），「祂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

油」（詩 65：11）。 

 

年終了，讓我們數算走過的路程，如果是往事不

堪回首，淒淒、慘慘、悲悲，那我們就要仰望上主，求

祂歸正，求祂堅立，樂意遵行祂的道，願做浪子重返父

家，重溫父愛。 

 

年終了，數算我們度過的日子，如果是往事悠

悠，心靈坦蕩，愛如潮水湧進心間，感恩之情湧上心

頭，上帝永遠是我的滿足，那我們就力上加力，恩上加

恩來服事上主。 

 

年終了，我們感謝那些為主的教會清心守望的牧

人，他們像在黑夜裡點亮的一盞明燈，照亮有需要的

人，讓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看見方向，讓那些孤獨的

心田得到溫暖，看見希望。 

 

歲首了，讓所有事奉上帝的兒女，立定心志，堅

守異象，持定盟約，共同參與上主的救贖事工。無論你

是在大山深谷默默祈禱，或是在黃土高坡仰望星空，或

是在富麗堂皇的大教堂宣講聖經，只要你願意被上帝使

用，就能成為上帝喜悅的器皿，把真理的旗幟揚起來。 

 

歲首了，求上主祝福所有支持我們刊物的同工同

道，讓我們彼此勉勵，滿懷豪情，持守真理，邁向新

年；藉古老的方塊表達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寫下上帝

賜給我們的那片天空，為真理上下求索。求主祝福來本

會講道的牧人，也祝福全中國的牧人成為真理的見證

者；求主祝福本教會，也祝福中國的教會成為時代的明

燈。 

 

歲首了，讓我們展望未來，一同踐行基督的教

訓，作光作鹽，在中國現代社會建設進程中，為經濟建

設及核心倫理價值的確立發揮應有作用，在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中充當歷史進步的角色。 

 

       「資料來源：福音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