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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年感恩節見證時, 當中有一位長者説: 

「感恩、感恩、再感恩」就是要凡事謝恩。在將近九十

年前, 主讓我生長在一個敬畏神的家庭裏, 從小就沐浴

在主的愛中, 我經常説的一句話就是: 「耶穌愛我」, 我

小時候很調皮, 在主日學, 老師問一些問題, 我總會作

一些動作不專心聽課, 當我答不出來的時候, 我就理直

氣壯的説: 「耶穌愛我」老師不能説我答錯啊。但是我

的生活和生命是否很平順呢? 是主有奇妙的恩典, 是

主在扶持我。連保羅都説他是罪魁, 那我就是假冒偽善

的人, 我常常活在人的面前, 我內心的深處並沒有像瑪

莉亞一樣尊主為大, 我的靈要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至

今我還在補課, 學習作一個真實的人,作一個真以色列

人, 像拿但業一檬, 心裏有什麼, 口裏説什麼, 要真實活

在主的面前。 

我今年不到九十歲, 八十八週歲, 在六十多年前, 當我

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的先生離開我, 留下一男一女, 女

兒才幾個月大, 所以對父親毫無印象, 後來我的父親在

東北過世的時候, 她才二歲多, 我的弟弟, 蕭以正弟兄

身兼二職, 舅舅和父親, 又是長輩, 這正是主的安排和

預備。我現在要數算神的恩典, 目前我的第二代兒子和

女兒都有了兒女, 女兒的三個孩子,英文名叫“ 信、望、

愛” 即“Faith, Hope, Charity”, 第四代也有三個孩子, 一

男二女, 曾幾何時一個 20 幾歲的寡婦蕭二姐, 如今卻

子孫满堂, 主的祝福不僅有敬虔的兒女, 而且都沐浴在

神的恩典中, 我喜歡哈巴谷的話: 雖然世界的污穢, 各

方面的壓力等等, 「然而, 我要因  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

的神喜樂。」所以感恩、感恩、再感恩。 

       在這次新冠疫情期間, 我們心愛的弟弟回到天家, 

與主同在, 每次想念他都是滿心感謝, 因為知道他已安

息主懷, 再没有痛苦、壓力和嘆息, 世上一切的事都已                 

經過去, 多麼感恩、美好, 不是單純的一個悲傷, 主如果

答應讓我有所求, 我不會求弟弟回來, 我只求“守住所

信的道, 跑完當跑的路” 回到天上永遠的家, 與主同在, 

那是多麼美好的盼望。 我的兒子在北加州, 女兒在南

加州, 他們為了照顧我和蕭大姐都提早退休, 為了我們

的事東奔西跑。記得養育他們的過程中, 大部分時間都

交給母親、姑姑及婆婆一家人, 我卻沒有付出什麼, 那

時蕭弟兄還笑我説, 我是個丁等不稱職的母親, 甚感慚

愧, 可是主有恩典, 這些孩子是主給這個家庭, 是主給

教會, 如今他們反過來照應我們。今天心裡充滿了

感謝, 感謝所有弟兄姊妹, 感謝新生命宣道會, 牧

師、長老、執事、各各小組, 大家同心合一 , 與旺

福音, 我們一起向神禱告「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阿們  !」                (楊榮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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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感恩! 再感恩! 

蕭語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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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其實有很多感恩的事, 在此我要分享一件

對我來講是非常”Amazing” 的事。腓立比書 4:6-7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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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要

好的朋友, 有時會打電話聊聊天, 難免會聊到有關

家庭、小孩、先生或一些日常生活瑣碎的事, 而感到

鬱悶、不悦、挫折、燠惱…等等, 後來有一位姊妹提

議: 大家可以找一個固定時間聚在一起, 聊天分享

並禱告, 大家都很贊同。很奇妙的事發生了, 每次大

家的分享都會引來心情的咀喪、抱怨、挫折、難過

和情緒的低落, 為此向主擺上禱告, 到了第二天在

我們靈修的經文或者分享的經文, 立刻得到 神的回

應,  頗有立竿見影之效, 似乎見到 神的回應來安慰

我們、鼓勵我們, 或叫我們能冷靜下來。凡事有 神在

掌權, 他聽見了我們的禱告和呼喚。這種奇妙的事

不只一次, 幾乎我們聚在一起分享禱告, 第二天 神

的回應緊接著來, 不可思議, 令我印象深刻, 大家都

很「阿門! 」原來當我們處於低沈的光景時, 就被 神

拉拔起來。神的恩典和扶持一路帶領我們向前走, 

當我們安穩下來, 主讓我們自己走, 如果我們又再

度陷入低潮, 神又再度鼓勵我們。這件事在我身上

和禱告事上, 讓我經歷 神很大的恩典和鼓勵,  所以

趁今天這個機會, 和大家分享這節經文來感謝 神的

眷顧和保守。                                       (楊榮國撰寫)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羅馬書13章1-7節的主題是“順服掌權者”，作者參

與仁愛小組的查經聚會，並帶領此段經文的討論分享，

經過再三地查考並思想聖經經文，並且參考一些聖經學

者的資料，整理彙編了個人的讀經心得，簡要分享如

下。 

1. 上帝是天上地下真正的掌權者和唯一的君王 

       ⚫上帝創造天地萬有，主宰一切受造物，一切權力都

出於他，也都服在他之下，「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

靠他，歸於他。」（羅11:36），並要受他審判。「他要

按公義審判世界，按正直判斷萬民。」（詩9:8）他是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19:16） 

       ● 因此，沒有上帝不容許而能存在的政權，包括義或

不義，一切權力最終都為上帝效勞，實現他的旨意，彰

顯他的榮耀。 

2. 上帝預知以色列人會要求立王。 

       ⚫上帝是一位無所不知的神，早已預知當以色列人進

到迦南地之後，他們也會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要求

為他們立國王。這是以色列人信心軟弱，厭棄神的表

現。 

  ⚫ 有關立王的指示。「到了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

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時候，若說：『我要立王治理

我，像四圍的國一樣。』….」（申17：14-20 ） 

       ⚫上帝頒布了立王的指示，然而歷代至今的掌權者有

多少人能真正的順服上帝的指示來掌權？ 

從聖經看世上的國家政權 

李光傑弟兄 

神回應禱告是何等奇妙 

陳晰薰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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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吳瑞莉 姊妹 

3. 以色列人堅持要立王，上帝警告立王的後果。 

       ● 後來在撒母耳的時代，以色列百姓向上帝要求立

王。「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母耳，對

他說，你年紀老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道。 現在求你

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 撒母耳不喜

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告耶和華。 耶

和華對撒母耳說，….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

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撒

上 8:4-9節 ） 

      ●  撒母耳不喜悅百姓向他要求立王，他求告耶和

華，耶和華允許百姓立王，但是警告立王的後果。 

      ● 世人都有罪，罪人當王不是上帝所祝福的，人掌

權會有問題，只是問題大小的區別。聖經中沒有指示

政治的體制，任何政治體制，都是人在掌權。 

4. 上帝容許立王，也有上帝的旨意。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

怕。」（羅13:3）神使用掌權者來維護國家社會的安

全秩序和公平正義，賞善罰惡，並使百姓遵行上帝的

法則敬虔度日。行善棄惡是上帝造人的良心的基本要

求，是掌權者應該遵行的法則。 

5. 要順服掌權者，地上掌權者是上帝的用人，神            

使用的器皿。 

         ● 「因為他是 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 你若作

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 神的用

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

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羅13:4-

5）掌權者只是上帝使用的器皿來實行上帝的旨意，

我們順服掌權者，是因為要順服掌權者背後的上帝的

旨意。 

      ● 有時我們不明白上帝的旨意，然而違反上帝旨意 

 

的政權一定會受到神的管教，地上掌權者是上帝的用

人，必須跟上帝交賬。「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

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12:19） 

6.  掌權者的權柄不能高過上帝的權柄。 

        ●  當掌權者的命令不符合上帝的真理時，基督徒不

需順從掌權者的命令。「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

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彼得、約翰說:╔聽從

你們，不聽從 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

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

（徒4:18-21）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你們就是

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

慌;」（彼前3：13-14）當掌權者倒行逆施，違反上

帝的真理時，基督徒要遵行上帝的真理，即使因此受

到迫害，也會從上帝得到祝福。 

        ● 不從人的眼光，要從上帝的眼光來看事情。可以

不順從，但不以暴制暴，如採取對抗、革命等激烈手

段。當初代基督徒受到羅馬政權迫害時，聖經沒有記

載基督徒採取激烈的手段來反抗羅馬政權的逼迫，然

而基督徒的不順從、堅守信仰和傳福音，最終翻轉了

羅馬政權，反而成為福音廣傳的祝福。「我不以福音

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1：16）傳福音是耶穌

基督交託給基督徒在世上的大使命。 

7. 當你盯著掌權者的作為時，有沒有先看自己的

作為？ 

      ● 詩篇119篇中上帝的指示你做到了多少？如果你

是掌權者，會做得更好嗎？「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

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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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

證 

黃莎拉姊妹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 世界的美好和良善從我們做起，雖然我們個人沒

有掌權者那麼大的權力和影響力, 然而能力來自於上

帝，當基督徒願意遵行上帝的命令而行，活出耶穌基

督的樣式，藉著上帝的大能必能翻轉掌權者的權力和

影響力。 

8. 當今，世界的國和上帝的國並存，基督徒是國

家的百姓，也是神國的百姓。 

     ● 基督徒當國家的公民，要服從國家法令，尊重國

家掌權者。當神國的子民，要順服上帝的命令，專注

上帝的事工，為掌權者禱告。兩者區分清楚，不要混

淆一起。「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 納稅給凱

撒可以不可以?╝.... 耶穌說: ╔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

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

給凱撒; 神的物當歸給 神。 ╝」（太22:17, 20-21） 

     ● 基督徒應該關心政治，幫助世人過體現上帝真理

的生活，但是基督徒必須同時認知，上帝容許魔鬼成

為“世界的王”，「我們知道，我們是屬 神的，全

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一5:19）以至於操縱

人心的黑暗勢力十分強大。教會必須和政治團體嚴格

區分，不能讓政治權力和信仰權柄混淆不清，以致被

世俗政治污染了基督身體的聖潔。 

9.  世上所有的國家政權將會過去，神的國將在地

上掌權。 

     ● 聖經藉著尼布甲尼撒夢中的異象和但以理的解夢

（但2:36-45）和但以理夢中的異象和天使的解夢（但

7:1-27），已經預言世上所有的強權都會過去，耶穌

基督再來時，將會帶領聖徒在地上掌權做王一千年。 

「.... 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他

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

年。」（啟20：1-6）盼望我們將是聖徒中的一員。 

    ● 我們寄居在世上，死後會復活。要活出信望愛，

將來坦然無懼地面對基督臺前的審判，得到公義的冠

冕。「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

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

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

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人。」

（提後4:7-8） 

10.  學習耶穌、保羅及使徒的榜樣。 

     ● 猶太人以為耶穌是他們期待的彌賽亞，要帶領他

們戰勝羅馬政權的迫害。耶穌犧牲在十字架上，帶來

更大的救恩。我們不要當猶太人，要學習耶穌和保羅

的榜樣，定睛在那更大的目的上。「凡我所行的，都

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林前9：23）讓我們定睛在傳福音上，為主做美好

的見證。 

參考資料: 

1. 『脫胎換骨』- 羅馬書個人/小組研經資料 

2. 聖經綜合解讀，網站：https://cmcbiblereading.com 

3. 《大衛鮑森-羅馬書》講道視頻，福音影視網：

https://www.ifuyin.tv 



 

 

       教會仁愛小組查經聚會時，有兄姐妹提及了「用

愛心說誠實話」，並分享了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經歷。

作者藉此分享個人對這句話的讀經心得，希望有助於

弟兄姐妹對這句話的理解和日後的應用。 

      「用愛心說誠實話」是教會弟兄姐妹之間常被用

來互勉的一句話，然而，有時因不合宜的使用，也是

常會造成嫌隙的一句話。這句話的出處在以弗所書4

章15節「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

督」，「誠實話」原文是指“真理”，不是我們自認

為“誠實的話”，英文聖經為「Instead,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we will grow to become in 

every respect the mature body of him who is 

the head, that is, Christ.」。對照前後的經文，

就是：「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

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

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

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

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

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此

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3-16）這句話在這段經文中的意思，是教導我們

要互相幫助扶持，明白真理，使彼此靈性長進成熟，

不要被異端邪說影響，並且要在愛心中討論真理，說

造就人的話，不去論斷指責別人，如此，使「我們眾

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論到「在愛心中」，愛心不僅是喜愛、關懷、憐

憫等愛的表現，還要有同理心，就是能站在對方的立

場，深切體會對方的情況和心態。換句話說，我們用

愛心說出的話，理當是真理，不但內容是真理，而且

說的心態和表達方式都要符合真理。在聖經約伯記

中，當約伯的三個朋友聽到約伯遭遇極大的變故，不

遠千里來探望約伯，本意是出於愛心，希望能安慰約

伯，結果卻適得其反。這三個朋友都算是靈性成熟的

人，有真理的知識，說出來的話似乎並不違背真理，

但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不明就裡，卻自以為是的論斷約

伯,以致不僅沒有安慰到約伯，反而和約伯陷入爭辯之

中，最終受到了上帝的譴責。如此，倒不如不說話，

如他們在初見面時，僅是陪伴在約伯旁邊七日不言不

語，還可能使約伯得到更大的慰藉。 

有鑑於此，當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時，應該遵

循以下的幾點原則： 

1） 談論的話題要與聖經教導的真理相關，除此之

外，不主動去挑起話題，尤其是要規避試圖糾正對方

行事為人的態度和方式。 

2） 我們的話必須有針對性的造就，就是建造人在真

理上的信心和愛心，而不是反過來激發對方的血氣，

影響對方的信心和愛心。尤其是不要陷入爭辯之中。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

事。」（羅14:1） 

3） 言辭和態度要溫柔謙虛，保守在基督裡同心合一

的心。「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

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

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

而為一的心。」（弗4:1-3） 

4） 有同理心，說合宜的話，避免自以為是的論斷別

人。「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

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

使他站住。」（羅14:4） 

5） 如果無法確定是否能遵循以上原則「用愛心說誠

實話」，寧可不說，只要為對方禱告，求神親自做

工。「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

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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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