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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楊榮國 弟兄 

            詩篇 23:4-5 
               
“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柸滿溢。” 

       法國的著名作家巴爾扎克的一句名言：「逆境是天才的進身之階；信徒的洗禮之水；能人的無

價之寶；弱者的無底之淵。」人生如苦海，但主耶穌説「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人生之所以有逆境，是因為你要突破、要挑戰。身陷絕境就不要

咒詛，學習控制、學會堅強、學㑹珍惜和理解。 

       雅各書1:2-4「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

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難

免會遭遇一些困境、患難、失敗或迷茫的時候，這些有些是來自神的的試煉，有些是來自撒但的干

擾和試探。當我們臨到這些苦難的環境時，我們需要向神禱告，尋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為什麼允許

我們臨到這些逆境，在苦難和試煉中學習如何來依靠、仰望神，如何得著神來的信心和力量。 

       約伯是義人，在神的眼中，他是「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伯1:8）的人，神對他的

信任，甚至將約伯所有的財富、兒女交由撒但剝奪；也將他的身體遭受撒但的攻擊和摧毀，這是極

為悲慘的苦難，實非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神是要通過約伯的見證，向世人證明，即使約伯失去了

一切，仍然持守他的純正；即使約伯被人輕視污蔑，仍然以耶和華為生命的核心，永遠不會棄絕

神，沒有失去對神的信心。在經過苦難的試煉和考驗，使他得到更堅固的信心和力量，至終得神的

造就，就如彼前5:10「那賜諸般恩典的 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

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 ，賜力量給你們。」  



       我們基督徒必須清楚認識，跟隨基督的道路是艱

難的、要付出代價的，不是那麼一帆風順。在登山寶訓

中，耶穌清楚闡明與他同行即是要走一條世人不常走

的路，他説：「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

寛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

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 7:13,14）這裏

告訴我們要背著十字架跟隨主。背十字乃是意味著甘

心為神的旨意受苦。主耶穌曾經為我們受過許多困苦

和凌辱，衪承受的苦難絕不次於約伯, 但能在痛苦中表

現堅忍不拔的完美榜樣。凡是信靠並願意將生命交托

給耶穌基督的人, 都稱他為「和平之子」。耶穌以「和

平」幫助陷入困境的人, 以「自由」釋放在恐懼的人。

我們今天在世上受苦，有些是接受神的試煉考驗，有些

是神藉著撒但的試探, 讓我們學習依靠神、仰望神、明

白神的心意, 在逆境中獲得神的引導, 神就賜我們信心

和力量，終必成就我們, 同得榮耀，「我們這至暫至輕

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

後 4:17）。 

       大概在六月初，我們注意到有一對斑鳩在我家後

院門口的一個架子上築巢了，以前同樣的地方也有鳥

來築巢，只是忙於工作，從來也沒留心觀察過。去年退

休了，但是院子裏有一隻女兒養的小貓, 所以沒有鳥來

築巢；今年貓咪回到女兒家, 鳥又回來了。自從我們注

意到有鳥坐在架子上孵蛋，每次我到後院就輕輕的小

心開門，也不敢大聲說話，害怕嚇到孵蛋的鳥。有時看

到另一隻鳥在後院上方的電線上, 我就急忙進屋, 心想

牠是要回來換班吧。每次進屋時就和孵蛋的鳥説: 

「hello bird, how’s your baby？」。   

       有一天晚上，帶著孫女去後院，手機上的flash 

light 嚇到在屋外架上菢雛的鳥，牠嚇的亂飛，因為在

夜間，飛走時撞到幾次後院遮蔭的棚架，一直到我去

牠回來。臨睡前為鳥媽媽和鳥寶寶禱告，希望鳥媽媽

沒有受傷能平安飛回來。第二天早上醒來特別去看

看，感謝讚美主，看到鳥媽媽回來了，靜靜的坐在那

裡, 也看著我，我像平常一樣對牠說：「hello bird , 

how’s your baby」 就進屋了。想到聖經上神形容祂對

我們的愛，神這樣說：「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 

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 即或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

你。」(賽 49:15)。鳥媽媽雖然受到驚嚇暫時飛走卻沒

有忘記牠的寶寶，仍然飛回來，給牠的寶寶溫暖，坐

在其上。我們的阿爸天父更是這樣憐恤我們，永不忘

記我們。  

       之後的一天早上, 神讓我看到精彩的一幕，小鳥飛

出窩，停在我窗前的台子上，這時一隻大斑鳩飛到車

庫屋頂守衛，一隻在樹下大吃一頓，吃飽後鳥媽媽就

飛來餵食，兩隻鳥寶寶同時從鳥媽媽的嘴裡搶著吃，

隔著玻璃窗和紗窗，我趕忙用手機紀錄了這温馨的畫

面，雖然照的的短片不是很清楚，但是這可愛的畫面

已經牢牢的印在我的記憶裡了。鳥寶寶在等待時，我

一直聽到那隻在房頂的鳥不時的叫著，好像在告訴等

待的小鳥：別怕，爸爸媽媽就在旁邊。當天，鳥寶寶

還很軟弱不太能飛行，多半的時間就坐在後院的 patio

地上, 總有一隻大鳥在一旁守護。小鳥 baby 長得真快，

再隔一天，早上我到後院澆水時看到兩隻鳥寶寶已經

在父母引導下在後院覓食和飛翔。看到我，牠們也沒

害怕飛走，想必是很熟悉我的聲音，也知道我們不會

傷害牠們，再沒多久牠們就隨著爸爸媽媽飛走了。到

這時，今年斑鳩這一家築巢，產卵，孵化，成長，學

飛就告一段落，希望明年再見。 

       是誰，把愛和照顧鳥寶寶的心放在這一對斑鳩爸

爸媽媽的心裡？是誰，養活這也不種也不收的斑鳩一

家？「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

無可推諉。」(羅 1:20) 

第二頁 

斑鳩一家 趙國英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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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五章 23-24 節說出「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

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體）

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

可指摘 !」 

  當初神造人的時候是給人無罪的靈魂體。人

的思想感情和神的靈是相通的。當人類的始祖亞

當背叛神，罪就進入了靈裏，整天思想的盡都是

惡，再達到肉體產生犯罪的行為。所以我們舊生

命（老我）有個犯罪的律；「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 7:18), 因此必須有另一

個無罪，勝過罪的新生命住進我們裡面取代這個

舊生命。至於成聖的能力，並非出於人自己，而

是出於神, 因基督徒的靈性不會自動成長, 而是人

藉著聖靈的引導不斷的追求操練才能完成。 

在此就「全然成聖」的過程略為敘述如下；

「全然成聖」的第一步就是要重生得救；當我們

聽到主耶穌救贖的福音，聖靈感動我們認罪悔

改，立定心志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主，祂的

生命就進入我們靈裏, 與主有一個新生命連結的

關係，如同電燈泡通上了電流。我們得救是因神

的憐憫與恩典，只要信而接受救恩, 不需付任何代

價，乃是神所賜的。誠如以弗所書 1:4 提到「神從

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

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以弗所書 2:8 又

指出「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

於自己, 乃是 神所賜的; 」  重生的經歷各有不

同；靈魂的得救後，首先要離棄屬世的偶像歸向

真神（真神是造人的，假神是人造的）以前為己

而活，如今當為主而活。  

       得救後若要成聖，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必須藉

著聖靈的幫助引導，不斷在信心和愛心上操練而

成; 換句話說靈命成長與更新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主要是在於人的追求與否？因人雖重生罪性仍

在，需要靠神和聖靈的帶領，使已墮落的思想、

意志、情感逐漸得到更新變化，能真正明白神的

旨意而遵行之。羅馬書 12:2 指出「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人重生以後就喜歡向神禱告；禱告就是向神傾

吐心意，恆切禱告的人, 生命長進很快。越禱告越

明白神的心意。 

*人重生以後, 餓了就要吃天上的糧；亦就是讀聖

經，越下功夫讀經就越認識神。用禱告的心來讀

經，求神開我們的心竅明白聖經, 抓住神信實的

話禱告效果更好。晝夜思想神的話是生命長進不

枯乾的秘訣。禱告、讀經都是為了遵行神的旨意。

成為合乎神心意的器皿。信徒成聖的過程是長期

漸進的；自己必須先被基督的愛激勵吸引，藉著

聖靈的引導幚助追求靈命的成長。下功夫親近

神，才能認識神的愛。 

*信心、愛心和盼望正是基督徒靈命的特質。信是

對福音的接受和對神的信靠；愛是對人的關懷

和幫助；望是相信主的保守和看顧以及祂的再

來。因此我們應以信和愛當作䕶鏡遮胸，把得救

的盼望當頭盔；儆醒忍耐等候主再來，因神是信

實的。 

*苦難是驅使我們親近神的途徑之一。因著苦難

而迫切祈求神，使我們在迷途中轉向祂，在苦難

中學習順服神( 詩 119:67）。心態決定我們的生活

與事奉是否在神命定的旨意中。  帖前 4:3 指出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關鍵在於我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回應: 

黃滬珠 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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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

生長。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

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哥林多前書 3:6,8) 

    我們受造有神的形象，就要行出主耶穌的樣

式，活出神給我們的呼召。信徒們藉聖靈與基督

聯合領受了靈糧，當然也要將所領受的一切分享

出去。無論在家做家事、職場工作或在教會服

事，都要把在我們裡面的主耶穌彰顯出來。而教 

主日學「分裂教會」課後心得 

Phoebe Wu 姊妹 

會是每個基督徒的家，既然是家，就是“每一個 

家人”都應該為這個家用神給的恩賜各盡其職，付 

出最高的心力去榮耀上帝。 

 

    主耶穌給信徒的命令是要我們信徒服事人，

就像祂說過: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馬可福音 10:45) 所以人人都不應該只想著被服

事，而是要像主耶穌一樣去服事人。「各人要照所

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得前書 4:10) 每個人都有來自上帝給我們的

恩賜，我們要發揮恩賜造就人不是只有在教會當

中，我們不論是在學校、家庭、職場或是教會裡都

要發揮恩賜，把本分的事情做好，就可以從最基本

的事務上榮耀主的名。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

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

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羅西

書 3:23~24) 求聖靈使我們都能用愛為出發點看

待教會就像是自己的家，在家中作鹽彼此調和，平

衡的服事，不要把服事當作勞苦重擔。讓我們用單

純愛神愛人的動機和正確的心態去參與事工。在

任何崗位上都能讓周遭的人感受到主耶穌的同

在，無論做甚麼都要像是為主而做的，行事為人對

得起主，用行為散播福音的種子。 

們是否順服神的手。 

*保羅亦提出三個信徒守則； 

1.常常喜樂；患難中亦不例外 

2.不住禱告；與神有親密關係 

3.凡事謝恩；不論環境順逆苦樂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

前 5:16,17,18） 

 

結論；基督徒得救重生得著新生命後藉著聖靈

的引導幫助和自己的追求，不斷的更新變化達到

更豐盛的聖潔生命,  使罪身不再受犯罪律的支

配，乃受神和聖靈管制, 成為聖潔的器皿。最後主

再來的時候，我們身體得贖，必死的身體變成永 

不朽壞的復活靈性身体。靠神的大能，「將我們

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

似。」（腓 3:21）我們就與主永遠同在了。這是

保羅所指的「全然成聖和靈、魂、體得蒙保守」。

亦即真正靈魂體的全然得救. 



十架之路 四十 天 
回應        專欄 

回應第十一天:歌羅西書 第 1 章 21-23 節  

 趙國英 姊妹 

在所信的道上根基穩固, 春天到了整理菜圃，有一

棵九層塔要拔掉，看著這小小的植物心想應該很

容易就拔掉了，沒想到竟然用了我好大的力氣才

將它拔出，看看它的根才恍然大悟，這麼小的一棵

植物竟有這麼深又茂密的根。我們的主耶穌最會

用比喻，主耶穌用落在好土裡的種子形容一個人

聽了神的道，持守在心裡，生長起來，忍耐著結實，

有結 30 倍、60 倍甚至 100 倍的。世上的歪風邪

道太多了，我們真要求神保守我們「在所信的道上

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致被引動失去福音

的盼望。」(西 1:23) 聽純正的講道、好好的讀聖

經、將神的話牢記在心裏、不停止聚會...都能幫助

我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不隨波逐流、

不被引動失了盼望。 

Phoebe Wu 姊妹 

阿們! 感謝主! 我們被揀選，又願意接受福音的

人，不能只是停留在接受福音的階段或單單僅是

得救的基督徒，更要持之以恆的在真道上奔跑不

偏離左右，當人偏離了神或對神的旨意懷疑或不

信就是自己選擇了離開祝福與平安。對神要有信

心的忠心順服神，成為得獎賞、無愧的信徒，這樣

才能享受主耶穌基督的喜樂、榮耀的冠冕。祂在我

們的生命中有權柄可以賜我們豐盛的祝福，因神

是愛，我們愛神，也愛祂所愛。信徒要清楚認識福

音就是罪得救贖、永生的盼望及全備的愛。我們基

督信徒都有義務把這 「信望愛」的好消息分享給

所有人。我們都明白原來一切都是奧祕, 所有的美

好都在耶穌基督裏。因主耶穌說：「盜賊來，無非

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  願我們即刻起終身

都成為主耶穌基督忠心的信徒。 

回應第十二天:希伯來書 第 10 章 1-10 節  

楊榮國 弟兄 

基督本身成了更美的祭物  

在舊約律法時代，由於猶太人不斷的犯罪，激起

神的憤怒和懲罰，為了止息神的怒氣，拿動物作

贖罪祭，以獻祭在神與人面前公開宣告，但罪卻

沒有得到赦免，因為禮物、祭物永遠不能除去人

的罪。到了新約恩典時代，基督為著人的罪，在

十字架受死，將自己當做那唯一的祭物獻給神，

赦免人的罪，完成了救贖，所以藉著基督一次獻

上他的身體，我們得以在地位上成聖，與父神恢

復正常的關係。  

感謝主！我們如要過成聖的生活，就必須努力追

求神，除了與神有聖潔的交通，還要藉著更新、變

化，脫去我們舊人、穿上新人，能夠彰顯基督，並

活出神兒子的形象和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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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be Ho 姊妹 

獻祭使人想起自己的罪尚未除去，律法彰顯神的

公義, 使人知罪並明白自己有多麼不足, 無法藉著

不斷的獻祭免去面對罪的試探、轄制、罪責。而耶

穌來要人想起我們的父神是滿有恩典的神，只有

藉著耶穌基督才能得到徹底解決人在罪裏的問

題，當我們向神祈求不讓我們遇見試探時，是藉著

基督耶穌的名向父神祈求的，因我們是藉著基督

的寶血靠祂的完全獻上，使信祂的人一次就得到

完全的救贖，禱告可以被接納，從罪中被釋放、拯

救出來。因基督的愛，使人恨惡罪行，不做罪的奴

僕，得到聖潔的思維，在父神面前成為聖潔。 

 

回應第十三天: 希伯來書 第 12 章 1-4 節  

Phoebe Wu 姊妹 

感謝主! 耶穌不但是信心的創始者，也是我們信心

的實體榜樣，祂所承受的痛苦壓力遠超過人所能

受的, 我們奔走天路時難免會有挫折, 當看到耶穌

道成肉身一生經歷, 祂就是最佳的成功見證。不完

全的人是無法成為別人的遮蓋，只有基督耶穌的

寶血才是我們最完備的遮蓋。 

 

趙國英 姊妹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什麼是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每一個人的答案不盡相同, 也許是好吃、好批

評、好比較、好色、好喋喋不休、好玩、好享樂......

但答案真的是只有你知、神知、魔鬼也知。但是，

不論是什麼, 當我們願意面對並將這個「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交托給為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主耶穌，

並且存心忍耐, 仰望從上面來的幫助，向著標竿奔

那擺在我們前頭的道路，愛我們的神必定會給我

們夠用的恩典讓我們脫離那些「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 

趙立普 姊妹 

感謝主！求神憐憫, 越是優越的環境中，越難放下

世上的纏累，越容易被捆绑，求神賜智慧和警醒的

心，天天仰望神，天天舉目向神，求聖靈内住在我

們裡面，時時刻刻幫助我們，走在神的心意中，以

基督的心為心，“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納” 阿們！ 

 

回應第十四天: 彼得前書 第 2 章 18-25 節 

趙立普 姊妹 

求神賜我們智慧和能力，知道在世上凡事都和神

有關，因為我们是完全屬於神, 是神的孩子，不再

迷失，跟随主的脚踪，歸回到我們靈魂的牧人！我

們是何等有福！ 

 

Alice Wang 姊妹 

親愛的主耶穌， 你是如此一個完全的人，你「並

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彼前 2:22）,但你

卻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的罪，爲的是救贖

我，你才遭受到如此大的痛苦；你「被罵不還口，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

人的主。」 （彼前 2:23）主呀，我何德何能值得

你作這麽大的犧牲呢？你對我的愛，就在十字架

上彰顯無遺了。主耶穌，謝謝你所受的鞭傷，我便

得了醫治！ 主耶穌，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

卻歸到靈魂的牧人監督了；你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遭受的苦難，跟你比

起來，太微不足道了。你為我受過苦，給我留下榜

樣，求你給我力量，跟隨你的腳蹤行。 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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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繼榮 姊妹 

彼得是耶穌的門徒中最有福的代表人物之一，從

他的書信中可以得到很多敎訓及學習的功課，他

得到 神的揀選與主有密切的闢係，由基本的改變

到完全的改變，如經上所記「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己過，都變成新的了」(林

後 5:17) 

主耶穌敎導門徒要有敬畏的心，要順服那善良温和

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神的慈愛擔當了世人

的罪，祂沒有犯罪，卻接納為罪人，差獨生子主耶

穌道成肉身，為我們贖罪代死，死而復活。衪是按

公義審判人的主，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在這疫情

非常嚴重的時候，就想到真正的悔改，就是要轉向

耶稣，祂是我們的保護者，經上説「 你們今日若聽

衪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祂發怒的日子一樣。」 

 (來 3:15) 

 

趙國英 姊妹 

行走的羊毛被 ,你知道一隻叫「史萊克」的網紅綿羊

嗎？牠離家出走六年，被人在山裡發現扛下山帶回

家，牠被稱為「行走的羊毛被」，後來被剪下來的

羊毛多 54 斤。聖經中常用羊比喻人原來是這麼貼

切。以賽亞書說「我們都如羊走迷」，以前不知道

一隻走迷的綿羊，在沒有牧羊人的照管下會變成這

樣，背著自己越來越厚重的羊毛，全然無力自己脫

下。人，無力解決自己的罪就像綿羊無力脫下自己

的羊毛一樣。「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

（主耶穌）身上。」(賽 53:6)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

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前

2:25) 感謝讚美主耶穌，祂是我靈魂的牧人，是為我 

 

 

 

捨命的好牧人，「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 

的罪」(彼前 2:24)。我不會像羊咩咩「史萊克」一樣

背著自己的羊毛在曠野獨自徘徊。 

 

Phoebe Wu 姊妹 

阿們! 感謝主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

定罪。」(約 5:29) 神看我們行善的動機， 不要在行

善時產生驕傲，動機不純正。有行善的能力就要去

付出努力，因為這能力是從神而來的恩賜。為義受

苦就是與耶穌同工，為義而活縱然也會受試探，我

們緊跟著耶穌基督這個好牧人的帶領與監督，就有

能力越過試探。 

 

回應第十五天：約壹一書 第 3 章 16-20 節 

Phoebe Wu 姊妹 

阿們!  感謝主耶穌基督寶貴的話語。 主為我們犧牲

自己，我們從此就知道愛的定義是什麼。保羅說：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

處。」(林前 10:24) 這是對所愛的人無私的給予，而

不求對方的回報。弟兄姊妹間的幫助是為要造就彼

此，不能有任何的目的性；假冒偽善、別有心機的

愛是一種自私貪婪的表現。唯有真誠的付出行動，

甘心樂意的愛才是蒙神喜悅的。對神對人都要常存

無虧的心，人心軟弱的時候撒旦會利用人的良心使

人自我定罪、控告自己；但我們要知道神遠比一切

都大，祂知道我們的過犯，當我們接受主耶穌基督

的洗滌後，我們便能擁有聖潔的良心，這顆清潔的

心是持守真道的唯一有效方法。 求聖靈在我們裡面

光照並教導我們聆聽聖靈的聲音。 

 

 

 
 第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