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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 與 光明
任長老
巴蘭離開後， 巴勒不願坐以待斃，就召集了他

了四十天，沒有看到摩西從山上下來；他們聚集

的臣子和米甸的長老，族長，一起商量對策。巴

在亞倫周圍要他造帶領以色列人的神。亞倫將收

勒責備米甸的長老因他推薦巴蘭咒詛以色列人， 來的金手飾燒成金牛犢，認為它就是領他們出埃
結果一事無成。米甸的長老建議只能智取以色列

及的神。亞倫就在牛犢面前築壇，又獻燔祭和平

人；於是他們開始討論如何才能消滅以色列人。 安祭。」
「以色列陣營的領袖摩西是我們米甸祭司流珥
的女婿，」米甸的長老說，「流珥的兒子何巴住
在他們之中，直到他們離開西奈山時才回到我們
族裡；所以我對他們的事略知一二。」

「這有什麼問題，」巴勒說，「我們不是也向
我們的神獻祭嗎？」
「他們犯了十誡的第一誡和第二誡，不可信仰
別神和不可拜偶像，」米甸的長老說，「摩西山

「說來聽聽，」巴勒說。

上下來便發烈怒，吩咐利未的子孫殺了約有三千

「以色列人出埃及，三個月後，到了西奈的曠

人。」

野，」米甸的長老說，「以色列的神耶和華在西

「還有因為他們的不順服，」長老補充說，

奈山上對他們的領袖摩西頒布了誡命，而且要以

「他們的神要讓所有從埃及出來的死在曠野。我

色列人務必要遵守，否則他們的神會降災難給他

建議我們可以讓以色列人拜我們的神巴力毗珥，

們。」

如此他們的神耶和華就會降禍到他們。如果能激
怒他們的神耶和華，也許，他們的神會把他們都

「你知不知道是那些誡命？」

處死。如此一來，我們不動一兵一卒，他們就滅
「總共有十條，所以人們稱為十誡。」

亡了。」

「那他們有沒有遵守？」巴勒問。

「這與巴蘭的計策不謀而合，」巴勒說，「那

「沒有，」米甸的長老說，「當摩西頒布十誡以
後，耶和華召摩西登西奈山。以色列人在山下等

我們再也不用懼怕以色列人了。」
「他們的神還與他們立約，」 米甸的長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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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不能吃其他神的祭物；也不能與外族的男

非尼哈說，「我們不能娶外族的女兒為妻，是怕我

子或女子通婚。 如果這麼做， 在他們的神眼裡就

們隨從她們的神，因此你行邪淫了。」

犯姦淫罪，因此惹怒了他們的神。」

神一路帶領見證

心利的心還是剛硬，沒有悔改的意念。非哈尼看

「蘇珥，你是我們族裡的一位族長，」米甸長老
問，「你的女兒哥斯比正是論婚嫁的年齡，而且她
非常貌美。我認為她是最佳的人選，你的看法如
何？」

黃撒拉 姊妹

見他的所作所為， 就用長矛刺穿了他們的腹部，
刺死他們。
「非尼哈止息了我對你們的怒氣，」耶和華說，
「我要和他和他的後裔訂立永恆祭司的盟約，他

「如果她能找到以色列人中族長的兒子，」蘇珥
歡欣地回答，「那也是門當戶對了。」

用對神的熱心為你們贖了罪。」
耶和華停止了瘟疫在以色列人民中繼續蔓延，

經過商議，巴勒與長老，臣子召集了摩押族，米
甸族的年輕的男子和女子到在什亭以色列人的營
外， 開始與他們交往。 他們邀請以色列人參加摩

但已經有兩萬四千人死亡了，包括那些注定要死
在曠野的老一代人。
「從今以後，要與米甸人為敵，要擊殺他們，」

押人在什亭巴力的節日和宴會。他們一起向巴力

耶和華對摩西說，
「因為他們用詭計擾害你們和誘

獻祭和俯伏敬拜， 坐下來吃喝， 變成了一個狂野

惑你們。」

的派對！

「按家族數點以色列全會眾，」 耶和華指示摩

「把以色列的所有領袖都吊死，」耶和華憤怒地

西，
「把二十歲以上能在以色列軍隊中服役的人都
吩咐摩西說：「讓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暴露， 數點一遍，準備戰鬥。」
才能讓我的怒氣遠離你們。」
摩西按照耶和華的旨意， 在摩押平原與耶利哥
「你們每個人都必須處決參與祭拜巴力的人，」
相對的約旦河邊數點壯丁的人數。清點人數之中
摩西命令部落首領和士師。
除了約瑟和迦勒，沒有一個是從埃及出來的老一
當眾人在會幕門口痛哭悔改的時候， 一個以色
列人在全會眾面前炫耀自己的行為，把一個米甸
的女子領進了自己的帳棚。祭司亞倫的兒子以利
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就拿起槍，跟著他們進了帳棚。
「你是撒路的兒子，」非尼哈責問心利，「你又
是西緬族裡的首領，你知道你犯了什麼罪嗎？」

「我犯了什麼罪？」心利回應，「我與這米甸女
子哥斯比， 她是米甸族首領蘇珥的女兒。 我們是

代人。
「你要為以色列人向米甸人報仇，」耶和華對摩
西說。
摩西召集以色列人各族支派一千人， 共一萬二
千人， 攻打米甸人， 殺了米甸所有的男丁和米甸
的五王。同時，他們用刀殺了比珥的兒子術士巴

蘭。
耶和華審判米甸人和巴蘭的事成為後人的借鏡。

真心的，我要與她成婚。」

神用巴蘭警告人不要貪愛不義之財；人不要像巴

「你犯了姦淫的罪。」

蘭是一位為唯是圖的假先知；人不要順從巴蘭的

「為什麼？」
「我們的神耶和華在西乃山立約，」

教導，因為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
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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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榮國 弟兄Phoebe Wu 姊妹

聖經上戰爭的預言
趙國英 姊妹
許多、許多年前，在Yahoo新聞上看到非洲某
一我不知名的小國發生內戰，突然有一個感覺，
好像是神的倒數計時開始了，真正的「秀才不出
門，能知天下事」的時代開始了。我祖父的年
代，還是打仗的風聲要到省府衙門才知道的年
代；現在，遠在天邊的事就像是近在眼前。啟示
錄裏兩見證人被殺，

「從各民、各族、各方、

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也因著
社群網路的發明，使我們知道這事終要成就。戰
爭的爆發是誰的錯難以判斷，但是至少有一點可
以肯定，全世界的物價跟著波動，「一錢銀子買
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

基督徒的道路

蹋。」(啟示錄 6:6 )

人生的路途的確是如此，崎嶇不平，

聖經的預言都將成為真實，倒數計時真的開始了

翻過一個山嶺，又要翻過另外一個山

吧！只是，那日子，那時間無人可知，我們的本

嶺，不是那麼平坦順遂，依然困難重

分就是穿著全副軍裝，「要穿戴

重，就看你有沒有堅固的信心去面

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所以，要拿起 神

對，去克服，尤其我們基督徒，走的

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

路都是狹窄的路，一路上要經過魔鬼

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弗6:13)

的試探又要經過神的試煉，是非常艱

辛，要憑著無比的耐心，再加上堅定
愛神的心，神終會給你溫暖的眷顧和
美好的祝福，就如聖經雅各書1:12說
的「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
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
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
第三頁

神所賜的全副

每日讀經靈修分享

馬大和馬利亞– 誰是誰非? (路加福音10:38-42)

試想一想, 馬大當天要安排招待的不只是耶穌一
人, 乃是耶穌和門徒, 一行十三人! 壓力一定不少,

鄭式儀 長老

難怪她要妹子來幫助啦! 那忙碌去伺候主有什麼
不好的呢？

38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

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裡。 39他有一個
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40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就進前來，說：

主阿，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
麼？請吩咐他來幫助我。 41耶穌回說：馬大！馬
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42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
能奪去的。

路加福音裏這個故事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破冰題;
你認為你是像馬大還是馬利亞呢?

主耶穌的回答就指出了馬大的問題: 「馬大！馬
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馬大的問題是
— 她準備的事情太多了, 以至她一個人做不了啦!
也許馬大要為主和門徒準備一桌豐豐富富的晚
餐; 但是主的意思是 — 簡單的家常菜就夠啦, 我
現在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你的專注！因為經上記著
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
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4:4)
那我明白啦! 雖然主是我們的貴賓, 我們想用自己
最好的來接侍衪;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作一個合乎
主旨意的選擇 — 行動或是安靜地傾聽! 所以馬大

坦白說, 我是多像馬大。幾十年來看見教會裏坐

為許多不必要的, 可少的事而思慮煩擾，但是不

著的人多, 工作的人少。我心裏常常問主「主啊!

可少的只有一件, 就是聽主的話；馬利亞已經選

如果每一個信徒都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那煑茶, 分

擇那上好的福分。因為當我們在主裏面安靜下來

午餐, 飯後清理, 教會裏很多的瑣事有誰會去做

聽衪的話之後, 才可以有方向去採取行動。

呢？你不在意麼？」主一直沒有回答, 到上月讀
經時才看到一個在教會事奉的真理, 與大家分
享。

主的教導上學習和實踐。就是在事奉上也要明白
主的旨意和聖靈給你的恩賜去選擇。

第40節說, 馬大伺候的事多, 心裡忙亂; 要求耶穌
去吩咐她的妹子(馬利亞)來幫助; 因為; 我的妹子
留下我一個人伺候。很可能開始時馬利亞是和馬
大一同作招待耶穌的準備, 但是當主耶穌坐下來
講道的時候, 馬利亞就放下手上的工作, 安靜下來
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了。

今天的馬大呀: 你不要因太多的事奉就忽略了在

今天的馬利亞呀: 你聽完了主的教導後就要實
用。因為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主也說: 「你
們若愛 我，就必遵守我的命 令。 」(約 翰福音
14:15)

無論你是馬大或是馬利亞, 主現在要你作

的選擇是什麼呢？求恩主給你智慧去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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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歸路

小美向神禱告：主耶稣，當祢再來，接我們到榮

耀的國時，不要把我一人留下。

趙國英 姊妹

耶穌就用比喻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 撒
有一個姐妹，小美，要去參加教會辦的夏令營，

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又吃盡了; 有落在

出發前為自己預設了許多不同的狀況，旅行箱裡

土淺石頭地上的, 土既不深, 發苗最快, 日頭出來

裝了滿滿的東西，然後開開心心地去集合地點集

一灑, 因為没有根, 就枯乾了; 有落在荊棘裏的，

合出發。

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

一路上和弟兄姐妹有說有笑的談八卦

論是非，幾個鐘頭過了終於到了目的地，看到了

生長起來，結實百倍。」(太13:3-8)

耶穌說了

排得滿滿的聚會和各種課程不禁大嘆：太累了；

這些話，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

仔細看看，哦，還是有自由休息時間，太好了。

聽！」(太13:9)；「那落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

第一個晚餐前，大會主席來報告説：聚會期間不

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

得使用手機或是任何智能產品，違者沒收，小美

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

心想，那多無趣啊！
幾天的聚會讓小美大大感動，深深覺得自己被聖
靈充滿，甚至做夢都飛起來了，心想這個退修會

《教會 拾趣二則 》 Vickie Yu

真是太棒了，在這裡真是太好了，不用做飯又遠

離塵囂還可以聽到有名的牧師講道，雖然費用貴

教會舉辦賣舊物活動. 陳執事帶來一些
男士襯衫. 他很慎重的説, 我這些衣服

了點，但是還算值得，下次還來。

是乾淨的, 才從洗衣店拿回來. 一旁的
終於，要回家了，室友們都已準備好去集合了，
自己還在為那一大堆塞不進行李箱裡的東西煩

牧師馬上接口説, 我這些衣服, 不只是
洗乾淨, 每一件, 我都按手禱告加祝福.

惱，急啊！更慘的事來了，載他們回家的巴士居
然一輛輛的開走了，小美拖著行李箱，手中抱著
一堆塞不進去的雜物匆匆跑出去，大聲喊著：我

復活節講道時, 牧師説到, 婦女們帶著

還在這，不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看著巴士遠

香料來到耶穌的墳墓那裏, 卻找不到主

去，小美坐在地上大哭，不停的喊著：不要把我

耶穌的身体, 她們正在為此事猜疑的時

一個人留在這裡啊。

候 ........一會眾大聲回答, 她們跑錯墳

小美，在哭喊聲和一身的冷汗中驚醒過來，感謝
神，只是一場惡夢；感謝神，我還有機會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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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了........

的, 他七歲時母親病逝，John僅上了兩年學校，

11歲就隨父跑船，過著四海漂洎的生活。早年個
性叛逆、放蕩墮落，為父親所遺棄，受虐於僱

傳奇故事

楊榮國 弟兄

主，甚至被囚禁於監獄，後來被販賣到奴隸船為
奴，之後在非洲一帶從事黑奴買賣工作,

顛沛困

記得在2009年家母辭世安息主懷那一年，在追

頓，歷盡艱險, 曾經遇到海難, 在驚濤海浪中, 險象

思禮拜中，我們唱了二首詩歌，其中一首叫「奇

環生, 他向神虔誠呼求, 竟蒙主垂憐得平安脱險有

異恩典」，當時聽了這首歌，心中的感觸和哀傷

一 次 他 讀 到Thomas

彷如心在淌血，難以遏止，實在感人肺腑。雖然

「Imitation of Christ」《遵主聖範》一書，

母親最終不敵癌症而離世，但主深厚的愛和豐盛

深受感動而幡然悔悟,

的恩典卻陪她渡過生前每一天的日子，讓她感受

接受聖職，並信守誓言, 以其餘年來事奉上帝。

到無比的安詳和溫馨，更期待在天上與主相會。

從此洗心革面。39歲時，

John Newton寫作聖詩極多，晚年在倫敦聖瑪

「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是一首家喻
戶曉,

Kempis所 著 的

利教堂牧會時，記憶力日漸衰退，甚至有時後語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歌曲，其作曲者已不可

不對前言，有人建議他退休，他說：「我的記憶

考，據研究可能與 18 世紀某些蘇格蘭的非宗教

力已似全失，但我還能記得兩件事：第一、我是

歌曲有關，但是因為早期它在美國黑人教會很流

一個大罪人，第二、基督是大救主。」

行，以致於常被認為是美國傳統歌謠，或黑裔靈

在John Newston離世前, 他為自己寫了墓誌

歌。西方歌手演唱此曲的版本非常多。Wintley

銘:「約翰牛頓牧師,

Phipps其實是加拿大出生的一位安息日教會牧師

帝的人, 曾在非洲作奴隸之主僕, 但藉著主耶穌基

及福音歌手。他在這裏所唱的「奇異恩典

督的豐盛憐憫, 得蒙保守, 復建並赦免, 指派宣傳福

（Amazing

Grace）」版本，他認為是最接近

於當時John Newton 所聽到的最原始版本的非
洲奴隸的哀頌曲子。

從前是位犯罪作惡、不信上

音的事工。」
當我深入了解「奇妙恩典」背後隱藏奇妙的故
事之後, 讓我更堅信我們的神是何等慈愛和憐憫的

「奇異恩典」的歌詞是由John Newton 所作，

神, 只要你信靠他, 他的愛是永遠不離不棄。約翰

歌詞簡潔充滿敬虔、感恩的告白，也是他自己的

一書1: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

生命見證。John 在1725年出生於英國倫敦, 他

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的父親是西班牙人, 原是一位為船長，在地中海經

。」在John Newton的遭遇和經歷神的恩典，

商。母親則是英國人, 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她寄

正是「奇異恩典」最好的寫照。

望John能接受良好教育, 將來成為牧師, 但不幸

第六頁

送給基督教徒的溫馨祝福
GETIT01.COM

(轉載)

1、用一生的時間來了解上帝，用一生的歲月和救主同行，用一生的熱情去愛我天父，用一生的
行動把聖經遵循，人生最佳選擇莫過於與主同行!
2、多做禱告多賜福，多唱詩歌多有福，多愛救主多祝福，多讀聖經多享福，多謝主恩多蒙福，
多傳福音多得福，得著耶穌是真福，送你七個福，祝你新年蒙新福!
3、感恩帶來讚美，讚美帶來喜樂，喜樂帶來盼望，用一個不同的角度看所遭遇的不幸，對每一
件發生的事情感謝，你會發現自己更愉快、更釋放!
4、在忙碌中能悠閑，在壓力中能釋放，在絕望中有盼望，在冷漠中有關懷，在懼怕中有依靠，
在憂慮中有交託，願主的愛永遠與你同在!
5、人生極為重要的三件事便是: 用寬容的心對待世界、對待生活; 用快樂的心改變世界、改變生
活;用感恩的心感受世界、感受生活!

6、刪除世俗的煩惱，複製恩典的快樂; 粘貼喜樂的心情; 下載屬天的智慧; 收藏心靈的啟示; 保存
正確的心態; 共享真理的亮光; 奔跑人生的賽程; 得著榮耀的賞賜; 願主祝福你!
7、空氣、雨露、霧靄...身邊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白白賜給我們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價
值，救恩也是如此，越是寶貴的東西越是免費的，因為我們買不起!

8、水在流，魚在游，遊戲依靠耶穌忘憂愁! 風在吹，雨在下，耶穌對你笑一下! 耶穌心，最知心，
和主聊天最開心! 主有愛，你有情，願你天天好心情! 靠主常常喜樂!

9、怒海的危難，平原的險阻，應不致使你沮喪，因為主近在身旁，當飽受痛苦憂傷，當你勇氣全
失，他的應許會成為你的幫助，叫你靈魂得以安息!
10、心悠悠，主愛在深秋; 路漫漫，喜樂永相伴; 看日出日落，生命在追趕時間; 看潮來潮往，誰在
欣賞浪漫? 只要有主相伴，是我們一生的心愿! 祝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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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帝是惆悵的解藥、是迷途的路標、是傷

痛的忠告、是失意的微笑、是流淚的擁抱、是患
難中的依靠。
12、我決定送你1 角錢，你可不要小瞧了它
哦，它可等於10分呢： 1分愛慕1分想念1分牽掛
1分依念1分關心1分疼愛1分溫柔1分體貼1分包容
1分憐惜=10分愛!
13、與主共度每一天: 開啟雙眼、揚聲歌頌、
默想經文、仰望十字架、受苦心志、常常喜樂、
不住感恩!
14、共勉：聖潔不是義務，而是一種喜樂! 公
義不是勉強，而是一種歡悅! 事奉神不是辛勞，
而是一種殊榮，這顆心面對神的態度不是說我必
須，而是說我願意!
15、禱告+讀經=甜上加蜜; 靈恩+主恩=恩上加
恩; 祈禱+傳道=力上加力; 心愿+心聲=祝福萬千，
願愛你的主更愛你; 願愛主的你更愛主!
16、願你心的祭壇被靈火熊熊燃燒; 願你的頭
滿了神的膏油; 願你的口流溢奶與蜜，使千萬人
因你得福，求神使你的帳幕擴張直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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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團契及伯特利團契

為兒女守望

禱告

Phoebe Wu 姊妹
Phoebe Wu 姊妹

父母信心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鼓勵大
家在空格處____唸出自己孩子的名字，
天天為孩子守望禱告

弟兄姊妹們 平安
主日崇拜陳牧師證道時說：「教會需要一
個服務眾人的領袖；教會需要一個帶領眾
人的僕人。」

禱告文07
親愛的耶和華 神，祢是為我們挺身而立的天父，
搭救正直人的心。我們要照祢的慈愛稱謝祢，歌
頌耶和華至高者的名。願我們眾人的心都歸向
祢，願孩子____從小與祢親近，投靠在祢的膀臂
下。縱使病毒瘟疫猖獗；但凡倚靠祢的，祢必搭
救，保守他(她)的生命安全，求祢成為____的盾
牌。賜平安的 神將撒但踐踏在我們腳下，求主耶
穌基督的恩常和____同在。使他(她)相信祢向孩
子所懷的意念都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
意念，是要叫我們末後有指望。奉主耶穌基督的
聖名禱告 阿們 !

這是一個牧者或領袖在牧養群羊時應該有
的態度。但群羊也不能因此就把牧者或領
袖當奴僕使喚！
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小羊，也可能是牧羊者
或領袖。無論我們是什麼角色，都必須彼
此建立互愛互助互信的關係。我們各人背
起木軛的同時；萬萬不可在別人的頸項戴
上鐵軛。在教會中的任何服事，其實都是
環環相扣的，責任不是單單落在一個人身

上。服事的成果沒有對或錯；要看過程中
是否忠心與盡心在當下的服事上。
主幫助我們能藉著聖靈賜下的能力彼此幫

禱告文08

補，讓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柔和謙卑；學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祢
將祢的榮耀彰顯於天。 每當孩子____觀看祢指頭
所造的天， 並祢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知道他
(她)自己的渺小，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她)，世
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她)。求祢賜給____正直
純正的心靈，他(她)的靈要以智慧為美，祢使智
慧入____的心，存留真智慧，祢作他/她的盾牌，
保守護庇____走在公平人的路，虔敬人的道上，
一生到老都不偏離。奉主耶穌得聖的名禱告 阿
們!

主耶穌的樣式。因為用主耶穌的心志背負
祂的軛是容易的，祂的擔子是輕省的。
「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
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褻
瀆。 僕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為與他是
弟兄就輕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為得
服事之益處的，是信道蒙愛的。 你要以此
教訓人，勸勉人。」(提摩太前書 6:1-2 )
讓我們互相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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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十架之路

四十 天
黃莎拉 姊妹

回應

專欄

十架之路四十天完整視頻歡迎上網觀看
網址: https//ch.nlcac.org

把我們分别為勝，天天用神的話來潔淨我們自己，
過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使我們有屬靈的免疫力，對
罪敏感，樂善好施，以神為生命、生活的重心，用
神的思維來做事看人，高舉耶穌基督的名，心中充

满喜樂和感恩！ 感謝讚美我的神，奇妙的救贖, 使

回應之路第四十天: 加拉太書第6章14節

我有全新的盼望！

Phoebe Wu 姊妹
當用信心仰望主耶穌，必能得到真正的救贖，我們

回應之路第六天: 羅馬書第 6 章 1-12 節

若不能擺脫這世界的一切價值觀，就無法得救。若

楊榮國 弟兄

不是倚靠主耶穌的能力，披戴聖靈的軍裝，我們什
麼都做不到，所以我們沒什麼好自傲的。向神宣告
我們要將世界的價值觀及老我一同與主耶穌基督
釘在十字架上，世界對我們就沒有任何權柄。我們
與主基督一同復活，從此要用主耶穌基督的眼光
與價值觀過生活，我們也就成為屬基督的新造人，
得到了新造的生命，用這嶄新的生命一生緊緊跟
隨主耶穌，靠祂賜能力活出主耶穌基督的樣式，用
真理的價值觀持續地走在得救的道路上，把恥辱
的記號變為榮耀的冠冕，感謝主恩。

人活在世上總會經歷一些各式各樣的患難，但基
督徒與一般人不同的是，在患難中還可以喜樂，使

徒行傳 14:22「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
難」所以患難受苦是基督徒的正常經歴，我們的患
難不是白受的，是從神而來的真實信心，它乃是神
恩典的化身，是要叫我們得益處。在患難中生忍
耐，堅忍毅力去勝過環境的考驗，讓我們屬靈的生
命更加成熟，至終對神的榮耀得著盼望。所以我們
對神的忍耐是應該的、歡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
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羅 5:3-4) 代

表我們對神的敬虔和信心。

趙立普 姊妹

我們身為基督徒必須在生活中學習忍耐，在面臨

哈利路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替我們勝過死亡、勝
過黑暗、勝過世界的誘惑、勝過肉體的私情邪意，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
黃莎 我們

艱難和困苦的時候，能夠依靠神， 堅持不放棄；
在各種試煉中，有神得勝的信心，在忍耐中更多認
識神、更明白神的旨意。

因着信屬於光明之子，在這彎曲悖逆的時代，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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