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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2)
小小咖啡屋

任長老

一個星期五晚上，于彳亍下班後，到小小咖啡
屋，點了一杯500克的咖啡。屋內的客人不多，
看到伯老坐在那裡喝茶看書。

有的。」
「希望如此，」小于無耐的回應。
「要有耐心，」伯老問，「讀了我給你的那本

「小于，你好，」伯老笑容滿面地說，「歡

書嗎？」

迎，歡迎。」
「我來了幾次，都沒有看到您。」小于回應。

「嗯······」

「我出城探訪了一些教會。你的工作如何？」

「怎麼了？」

「忙、忙、忙，有做不完的事。」

「我讀是讀了，」小于細聲地說，「但是有很
多看不懂；還有書中說的那位耶穌和我知道的不

「你還能勝任嗎？」伯老關心地問，「你還喜

一樣。」

歡你的工作嗎？」
「那你認為耶穌是誰？」
「沒問題，」小于說，「我很喜歡我的工作，
「他是一位很好的倫理道德的教師，就像我們

是我的本科。」

中國的孔子，孟子。」

「做自己喜歡又能勝任的工作，那是最理想

「還有嗎？」

了。」

「他是一位哲學家，就像希臘的蘇格拉底，柏

「我努力的工作就是盼望升遷和加薪。」
「只有努力，」伯老鼓勵地說，「機會一定會

拉圖。」
「沒錯，如果用人的眼光看，也是一般人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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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的耶穌。」伯老說，「你帶了那本書？」

「『眾人』是以色列的百姓，他們大多數是貧

神一路帶領見證

困的；他們常常受到富人或貴族的欺壓。」

「帶了，」小于從包裡拿出《馬可福音》。

「『法利賽人』，他們維護猶太人的神向他們
黃撒拉 姊妹

「麻煩你念第一句。」

祖先摩西承傳書面的法典，通稱《摩西五經》；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他們更看重一代接一代承傳的各種口述的律法及

「這是這本書的標題， 也是作者馬可寫這本書

傳統。」

的目的；他要證明耶穌是神的兒子，他不是一位
普普通通的人，」伯老繼續說，「你看過《耶穌受
難記》的電影嗎？」

「『文士』，他們也是法利賽人，他們以教導為
業，就像大學教授。」
「『祭司』，他們是以色列人利未族的人；他們

「看過，拍的過於血腥和殘忍；我看了都心不
忍。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的職份有傳講神的旨意， 教誨神的律法， 和向神
獻祭。 祭司的職份一直是由父傳子的， 但是到了

「那是耶穌在世上最後十二個小時的故事。」

羅馬統治時代，他們的職份則由羅馬帝國分派。」

「《馬可福音》是耶穌的自傳嗎？」小于問。

「『希律黨』，他們實際上是希律王朝的御用黨，
支持羅馬人的統治。」

「也不完全是， 可能比較接近古代自傳的形
式，」伯老解釋說，
「現代自傳包括一個人的出生，
成長的過程，事業和成就，等等。《馬可福音》沒

有記載耶穌成長的事件，它敘述了耶穌三十歲以

「『撒都該人』，他們屬於貴族階級；他們不
相信人死後會復活。」

「還有『奮銳黨』，他們奮力激進保存猶太傳統，

後的故事。作者馬可用了幾乎三分之一的篇幅敘

他們反對羅馬人的統治；後來他們組織了猶太人

述耶穌受難的事件; 他也敘述耶穌復活的事件，但

一起對抗羅馬帝國。」

在一些婦女知道後害怕和不相信，就結束了；之
後記載的字句，有很多人認為，是後人加上去的。」
「那這位耶穌是真人真事嗎？」

「那麼猶太人的神，」小于問，「是不是像我們
中國民間拜的神明？」
「中國的民間信仰沒有統一的教義和經典， 祭

「是真人真事，」伯老興奮地說，「馬可記載了

拜的神明都以功利為主，所求的都是世俗功利之

當時人們親眼看見耶穌所作所為的證詞。如果沒

事，如求的一般是，姻緣、健康、平安、考試過關、

有這本書， 我們是無法知道耶穌是誰， 耶穌所做

考進理想學校、求職成功、賭徒拜神求賭博贏錢，

的事，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緣由。」

等等，」伯老耐心地解釋說；

「《馬可福音》說的是兩千兩百多年前發生在羅

「猶太人信的是『猶太教』，他們的神是『耶和

馬帝國統治的以色列地區耶穌與他同族猶太人—

華』，他們有統一的教義和經典。他們的歷史，文

眾人，法利賽人，文士， 祭司， 希律黨，撒都該

化，生活，和一切的事都環繞在他們的信仰中。在

人—之間衝突的事蹟，」伯老繼續說；

他們的經典《摩西五經》中的第一本《創世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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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他們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是唯一的真
神；這五本書經記載神通過摩西向以色列人頒

聖靈的話

布的律法，應許，祝福與咒詛。以色列人希望能
遵守神的律法，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他們無法完
完全全地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們常常要按照
《摩西五經》的第三本書《利未記》的記載在『聖

人生碰到十字路口
前方茫茫看不到路
不知怎麼走下去？

殿』向他們的神獻祭和贖罪；最後，還是受到神
的咒詛亡國了；不過他們的神憐憫他們，還是重
新建立了他們的國家。」

「那他們的聖殿和廟宇有什麼不同？」
「那是完全不同的，」伯老堅定地回答說。

來仰望神吧！
有時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即便人的籌算精細完善
但唯有神指引人的腳步
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
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不都是祭拜的地方嗎？」
「不錯，都是祭拜的地方，」伯老仔細地回答，
「但是， 聖殿是猶太人的生活和信仰的中心。聖
殿是猶太人的神『耶和華』的居所， 他們在那裡
敬拜神。猶太人按照《摩西五經》的第二本書《出
埃及記》記載的規格和神的指示將聖殿建在耶路
撒冷。 然而，其他宗教的廟宇是供奉神明或宗教
人物的建築物。因此廟宇有不同的名稱，如媽祖
廟、土地公廟、關公廟、佛寺、或道觀等等，它可
以有不同的性質，甚至同一間廟宇同時供奉不同
的神明。」

謙卑來到神的面前
祈求祂給我們智慧
指示我們當走的路
啟示我們當做的事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
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
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
你們的 道路；我的意念高過
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
55:8-9）

「我希望這背景資料能幫助你讀《馬可福音》，」
伯老用期望的口氣說:「你下個星期六有沒有時間
到這裡來，我們可以繼續查看《馬可福音》？」
「沒問題，」小于說，「下午三點，如何？」
他們約好了下個星期六下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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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
定他，他必指引你的
路。」（箴言 3:5-6）

參訪希臘克里特 提多教會
楊榮國 弟兄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在今年五月初我們參加歐洲地中海游輪之旅，當船停泊在希臘克里特（Crete)港口，下了船
後，到處打聽提多教堂的位置，感謝主的帶領，不花多大功夫順利找到提多教堂，正好位於港口
附近；教堂周邊環境非常整潔高雅、心曠神怡；附近遍佈小商店和餐館，到處都是觀光客，熙來
攘往、門庭若市，無比熱鬧。教堂外觀看起來簡單樸實，會堂內部的擺設神聖莊嚴、肅穆起敬，

不像一般天主教堂那麼華麗壯觀、金碧輝煌。
聖提多教堂是一座歷史悠久和古老的建築，位於希臘克里特島，面臨愛琴海，也是希臘第一大
島，擁有漫長的文明歷史，是希臘乃至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島上屬地中海型氣候，溫和舒適，土
地富庶、物產豐富，據荷馬史詩所記說：「在深紅葡萄酒色的海中，是一片美麗，富庶的土地，
四面環水，島上的人多得數不清，城市有九十個」。島上風景優美，景觀變化多端，目前已發展
成地中海著名的旅遊勝地，到處遍佈五顏六色的艶麗花卉，配上四周的碧海藍天，而享有「海上
花園」美譽。
保羅當年被押解至羅馬出庭，在乘船途中遭遇暴風巨浪，船貼著塞浦路斯島背風面而行，而被迫
停靠在克里特島的Fair Havens的小港口。由於正逢航海危險期，他們一行最終決定在克里特西
南沿岸某處過冬。（徒27:9-13）《聖經》中除了路加在《使徒行傳》中提及克里特（革哩底）之
外，保羅在給提多（Titus）的信中也提到了克里特，並吩咐提多留在克里特處理未辦完的事、管
理並事奉那邊的教會。
提多出生於公元一世紀，非猶太人的基督徒，是希臘正教會在克里特的創建者也是第一任主教；
一生致力於在克里特傳教。在西元49年，他跟隨使徒保羅在耶路撒冷同工，並曾隨保羅在歐亞一
帶傳道，兩人建立極密切的關係，與提摩太一樣被保羅稱為「真兒子」（多1:4），深受保羅的信

任和器重。保羅曾在公元62-63年第四次宣道旅程，短暫停留在克里特，並委託提多艱難的任
務，去整頓克里特教會。保羅寫給提多的書信裡記載保羅與提多兩人曾一陣子並肩在克里特島為
主做工，後來保羅至別處傳福音，他將提多留在島上繼續福音事工、照顧當地的教會。保羅寫信
告訴提多：「我從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設立長老」（多1:5）。信中又提到「有克里特人中的一個本地先知說：『克里特人常說謊
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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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提多書可以看出，提多是被保羅差派到克里
特去辦理那邊教會的事、去執行保羅所交付的任
」
務：「在各城設立長老」。保羅又提到克里特人
的品性不良、道德敗壞，目的是要提多規勸他
們、在行為舉止上要合乎上帝的真道，並且要過
著像基督的生活。提多後來果然在島上的格爾蒂
納（又名果庭納）建立了第一個教會。有證據顯
示，在此之後，島上陸續建立了多達四十多所教
會，克里特島成為希臘境內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
區之一，而提多就是這地區的首任主教。他忠心
照著保羅寫給他的書信執行教會的事奉和牧養工
作，多年後基督信仰遍滿全島。因此，克里特島
上有非常多間的聖提多紀念教堂，克里特島簡直
可以說是提多的第二故鄉。在公元105年提多病
逝於克里特島，享年94歲。
聖提多教堂（Church of Saint Titus）座落

位于希臘克里特島（Crete）北岸島上最大的城
市伊拉克利翁（Heraklion）市區，是伊拉克
利翁的地標建築之一，它的前身是座拜占庭帝國
統治時建造的教堂，在奥斯曼帝國統治時期被改
建成了清真寺，如今的聖提多教堂同時保留了拜
占庭式的圓形穹頂和伊斯蘭式的洋葱狀玻璃窗，
和四根大圓石柱，白色的半圓球頂部有個十字
架。教堂内還掛有提多與保羅站在一起的聖經故
事圖畫。提多一生致力於在克里特傳教、廣傳基
督的福音，世界各地都有紀念他的教堂，伊拉克
利翁的這座教堂是其中最負盛名的。這教堂至今
仍然是世界各地基督徒到克里特島時必定前去緬
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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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小組 、 幸福小組
愛筵聚會

三次經歷聖靈的見證
黃撒拉 姊妹
第一次,

2000年冬天去參加

Benny

Hinn

Christmas healing conference, 聖靈像風一
樣吹向我, 我頓時感覺到有平安在我裡面, 臺牧師,
趙少鵬等都在場, 但聖靈並沒有醫治我, 醫治的主
權在神, 我相信神能醫治, 保䍦身上有根刺, 他求
神拿去, 但神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所以只好順服神
的旨意.
第二次, 2001年初在家中看TBN基督教電視台,
創辦人Paul Crouch在節目中提到中國宣教事
情, 頓時有一股熱氣流向我身體來, 我感覺身體好
熱, 因為是冬天我穿了緑色毛衣加上紫紅色棉襖,
因為太熱, 我要解開棉襖的紐扣, 沒想到聖靈一下
子幫我解開所有扣子,我就跪下求神帶領我將要

去台灣屛東的短宣, 團員有蕭大姊, 蕭二姊, 朱阿
姨, 鍾瑞美; 在屏東的短宣中遇到殘障人士, 也探
訪許多家庭, 也带領人信主, 這都是聖靈的工 。
第三次, 2001年一個秋天晚上, 在床上聖靈用愛
圍繞在我身上, 我感覺好舒服, 聖靈用無條件的愛
來愛我, 讓我先嚐到天上神的愛, 當時我先生已離
開我和孩子們有六年之久了。

經過這三次聖靈的經歷, 我知道聖靈第三位格是
真的,充滿在這宇宙中, 而聖靈也住在所有重生的
基督徒裡面。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

麽." (哥林多前書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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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靈修分享

王繼榮 姊妹

亡，所以必須吃下肚; 所有的營養素就分解在身
體各臟器，供應一切所需，生命才能繼續。

約翰福音6:30-33

同樣的道理，屬靈的生命也是一樣，如果聖經放

耶稣说，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

在旁邊不去看祂，裡面的話語，無法成為靈糧，

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

裡面的靈命也會枯乾而死亡的，需要每天到主耶

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因為 神的糧就是那

穌面前讀祂的話，默想、沉思，這樣祂的話成為
我們靈裡的養分，我們屬靈的生命，才能繼續茁

從天上降下來赐生命給世界的。

壯成長，並得飽足。

約翰福音6:34

我們都是罪人，唯有藉著耶穌才能與天父和好，

他們説，主阿！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邀請耶穌進入心中，從此可以随時隨地跟神説

約翰福音6:35

話，只要信靠順服就行了。

耶稣説，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

信的人有永生。約翰福音6：47「我實實在在的

定不餓; 信我的，永遠不渴。

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在約翰福音裡，耶稣説了七個「我是」這是耶稣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自己就是父神所賜生命的

説的第一個。另外六個是「我是世界的光」(約

糧，謝謝祢豐富的供應，如果我一天不吃靈糧，

8：12)。「我是羊的門」(約10：9)。「 我是好

靈命將軟弱，靈命會枯萎，求祢繼續幫助我，引

牧人」(約10:11)。「我是復活」(約11：25)。

領我更多的了解祢的話語，祢的旨意，使我得到

「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6)。「我

更豐盛的生命，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

是真葡萄樹」(約15：1)。

阿們 ！

糧食是維持肉體生命氣息的要素，但在耶穌的回
答中，祂希望讓他們的眼光，從物質看得見的糧
食和地上的國度轉向屬靈的境界，人們需要吃實
體的食物，才能滿足身體的飢渴，維持生命; 同
樣的藉著與主耶穌的關係，才能滿足靈命的飢
渴，難怪祂稱自己是生命的糧。
食物買來，如果只是放在桌上不吃，營養素絕對
不會進入我們的身體，如果一直不進食，就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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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服事 (使徒行傳 6:1-6)

成為很重要的解決之道。按照使徒行傳六章1-6

楊榮國 弟兄

節的榜樣，照著主給的恩賜和託付，把教會的
各項服事工作和責任分配給所有的信徒，各盡

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

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
他 們 的 寡婦 。 2 十 二使 徒 叫 眾門 徒 來對他 們

其職、互相合作、互相配搭，「各人要照所得
的恩賜互相服事，做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是不合宜

（彼前4:10）

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

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
派他們管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注於祈禱和傳

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

道 為 事 。」 5 大 眾 喜悅 這 話 ，就 揀 選了司 提

們管理這事。」（徒6:3）這段經節告訴我們在

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

教 會 裏的 服事 工作 分配 給 信徒 是很 重要 的原

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

則，所以會要選出執事就是根據這個原則。今

6

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叫他們站在使徒
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天不是僅僅在教會，在公司也一樣，需要安排
各項業務的負責人，把責任交給他們，大家分

初 期 的教 會實 行的 時候 ， 信徒 有説 不同 的語
言，有説希臘話的猶太人，有説希伯來話的猶
太人，不同的語言自然給教會帶來困擾，造成

工合作、分配責任，教會在這個原則下開展，
教 會 自然 會擴 大、 成長 ， 神的 道自 然興 旺起

來。

信徒之間的隔閡、爭執或埋怨，勢必破壞教會
的同心合一，失去身體的見證。今天的教會也
是如此，信徒來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
不 同 的觀 念， 有太 多的 不 同； 神的 家容 許不
同，但不允許不同心。在教會裏，神兒女在事
奉上有偏差、有矛盾，造成教會的衝突或分裂
在所難免。神往往會藉着人的軟弱，來完成祂

的 美 意， 「 神 的能 力是 在 人的 軟弱 上顯 得完
全」（林後12:9) 教會的困難經神的改變，卻給
教 會 立了 一個 新制 度， 教 會也 順服 聖靈 的帶

今天在教會所有的事奉和服事工作，都是主所
託付的，擔子是主替我們背負的，「凡勞苦擔
重 擔 的人 可以 到我 這裡 來 ，我 就使 你們 得安
息。」（太11:28），「因為我們是

神的同

工」（林前3:9），沒有神，我們不能作甚麼；
沒有了我們，神也不願作甚麼；我們所做的一
切都是根據神的心意，我們會覺得我們的事奉
是那麼輕鬆，內心是何等的平安和喜樂，也讓
神看見勞苦的成果, 並心滿意足。

領，分工合作去做神聖的工作; 因此教會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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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蒙恩的基督徒，在教會服事、事奉

主，不是出於人的鼓勵或指派，乃是出於心裡
的一個動機，就是對主的愛。羅馬書12:1「所
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希伯來書3章14節「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

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使徒保羅勸我

以弗所書3章12節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事奉神，乃是藉著神

裡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的來到神前。」

的憐恤，就是出於神的愛。在教會我們與眾聖
徒配搭服事，乃是叫基督的身體增長，在愛中
把這身體建造起來。「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

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得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
了這道。」(徒6:7）願主幫助我們效法初期教

讓我們一起用信心來向天上的父神禱告：
親愛的天父，感謝讚美妳，讓我們每一個人
生活在祢所喜悅的意念中，活在對美好未來
的盼望裡；凡事都有妳的引導和光照；感謝

會方法，努力作主聖工，使教會工作得發展，

妳賜給我們一個享受祢豐富恩賜的教會和家

主名得榮耀。

庭；眷顧保守我們每一個人身、心、靈的健
康；擁有充實、具意義且滿有福分的人生。
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腓立比書 4:6-7 心得分享

★★★★★★★★★★★★★★★★★★★★★★★★★

黃滬珠 姊妹

在迷茫中，能夠豁然開朗。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在軟弱中，能夠重新得力。

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

在疑惑中，能夠堅固信念。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

在跌倒中，能夠再次站立。
在憂慮中，能夠喜樂充滿。
在懼怕中，能夠勇敢堅強。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時刻安然度過，雖無法

在捆綁時，能夠掙脫釋放。

預知將來景況，卻可以交託在主手中。

在絕望中，能夠看到希望。
在誘惑中，能夠堅決抵擋。

因與主同行、我就不會孤寂，歡笑時你同喜、

在試探中，能夠靠主得勝。

憂傷時你共泣，因主是我力量，我就不會絕

只因為我的生命中有主的同在！

望，困乏軟弱中有你賜恩，我就得剛強，經風
暴過黑夜，度阡陌越洋海，有主手牽引我，我
就勇往向前，願我所行路徑，願我所歷際遇，
處處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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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女守望

禱告

Phoebe Wu 姊妹

2013/01/17

Phoebe Wu 姊妹

詩名: 祢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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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我所仰望 尊榮的主耶穌
我要用感謝心 向祢來傾訴

禱告文11

所有的救恩 只出於那 唯一真神

親愛的天父，孩子____進入新學期開始，當他
(她)迎接全新的事物、新鮮的事物時，求祢提醒

我要用誠實心 向祢來敬拜

他(她)的思想不要被過去的失敗經驗所挾持；反

所有的救恩 只出於那 至高之主

倒要使用過去已學到的知識、經驗為今日而活，
就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
不枯乾。感謝天父為____準備了即將到來極美好

祢的救恩 是我堅韌的戰袍

的事物，無論他(她)往哪裡去，我們相信以馬內

我願切切愛我的神 我的救主

利的神必與____同在，祢親自遮蔽保護，按祢應

我要安靜等候 祢賜下的奇妙救恩

許的賜福，為他(她)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

祢使我離棄萬惡 賜我平安喜樂

河。奉主耶穌基督的寶貴聖名禱告 阿們 !

我要盡心 盡意 來愛祢 我的主

禱告文12

我要盡性 盡力 來愛祢 我的主耶穌

親愛的天父，祢是慈悲憐憫的神，祢喜愛公義與
正直的人。求祢柔軟孩子____的耳能聽進諫言忠
告，使他(她)不忘記祢的法則；

保守他(她)的心

祢的救恩賜 我征戰的力量

謹守祢的誡命；祢便將長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數

我願切切愛我的神 我的救主

與平安，加給他(她)。也求祢斥責一切低落、恐

我仰賴 我順服 慈愛的耶和華 神

慌、小信、軟弱、謊言離開孩子；並賜下亨通的
道路，引導____以真理校正自己的方向，加增信

祢的救恩 使我能得勝死亡

心，使他/她成為能見祢榮面的正直人。奉主耶穌

我要盡心 盡意 來愛祢 我的主

基督全能的聖名禱告 阿們 !

我要盡性 盡力 來愛祢 我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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