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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長老 小小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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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和伯老在小小咖啡屋又見面了，兩人坐在

靠窗的桌子；還是像以前一樣小于喝咖啡，伯老

喝茶；他們愉快的聊著。 

「你讀了馬可福音，」伯老問，「有沒有什麼感

想？」 

「馬可福音提到很多次『福音』，」小于問「這

『福音』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讓我們從馬可福音的記

載中找答案，」伯老說，「麻煩你讀唸第一章第

1節。」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福音』的原意是『好消息』，是當時宣告新

的國王到來，或是宣告戰爭得勝的消息。『福

音』這個詞是從第二世紀下半葉在基督教才開始

使用的，指的是整個基督教信息，尤其是關於耶

穌的死及其在神拯救人類計劃中的意義。」 

「那馬可說耶穌是福音的起頭是什麼意思呢？」 

「對馬可來說，關於耶穌基督的好消息的開始是

約翰的傳道，如果在第1節的末尾不是句號而是

逗號，就可以更好地看出這一點。馬可也可能一

直在想這是一個新的開始。當然，從原文字面的

意思指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也可以指耶穌所宣

講的信息，但在馬可福音中很少看到這個意思。

馬可強調耶穌的好消息是全新的，是革命性；對

於當時被忽視的人和受壓迫的人，這個信息給他

們帶來了新希望。」 

「耶穌基督如何給他們帶來新的希望呢？」 

「我們先瞭解耶穌基督的意義，」伯老回應「然

後再談談他是如何給人帶來希望。」 

「首先，『耶穌』這個名字相當於猶太人的名字

『約書亞』，意思是耶和華拯救，或是神拯

救，」伯老解釋說，「那『基督』相當於猶太人 



 

 

第二頁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的『彌賽亞』，是受神委託（或受膏）執行一項

特殊任務的人。所以『基督』是『耶穌』的頭銜

或稱謂。」 

「在猶太人的歷史，或舊約的時代，」伯老繼續

說，「在舊約中，祭司，先知和君王都要在任命

或受膏後才能執行他們的任務。馬可沒有將耶穌

描述為祭司，也很少明確地提到他是先知；但在

第十五章中，耶穌被描述為猶太人的國王。」 

「是不是因為耶穌是猶太人的國王，」小于「他

可以為他們帶來新希望？」 

「是的，這是當時老百姓的盼望，」伯老回答

說，「在第一世紀，猶太人期待一位受膏的國王

能恢復大衛的王國，讓他們脫離羅馬帝國的統

治；但他們最後卻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 

「他們如此做，那他們的盼望不就沒有了嗎？」

小于問，「這還是好消息嗎？」 

「當然還是好消息，麻煩你讀第一章14節和15

節。」「『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

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

們當悔改，信福音！」』」 

「約翰開始宣告彌賽亞來的好消息，耶穌開始宣

傳神的福音，也就是神的好消息。」 

「什麼是『神的好消息』？」小于問。 

「不是關於神的好消息，而是來自神的好消息，

包括了耶穌的教導和他宣傳的話語；也是神交付

給耶穌的任務，不僅僅是拯救以色列人，更是要

拯救所有的人。」 

「為什麼說『日期滿了』？」 

「神對以色列人的應許拯救他們的時間到了，在

耶穌的身上應驗祂的承諾。」 

「所以耶穌說『神的國近了』」小于回應說「什

麼是『神的國』？」 

「『神的國』是耶穌傳講的信息的主題，」伯老

解釋說，「在一世紀的猶太教中，它描述了一個

未來的地上王國，在這個王國中，神將通過以色

列統治萬國、指的是一個君王的統治。現在可以

理解這『神的國』是『屬靈的王國』，而不是未

來『屬世的王國』，是神在人心中的主權。」 

「那對當時的以色列人有什麼意義呢？」 

「從以色列人歷史的角度看，」伯老說，「他們

知道也認為他們的神—耶和華必做王，直到永永

遠遠—神的統治最初體現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歷史

和在西奈山頒布的律法中。所以他們盼望當彌賽

亞來的時候能實現和應驗神的應許、彌賽亞的統

治將迎來永恆的神的主權。」 

「從以色列社會文化看，」伯老提出另一個解

釋，「當時的猶太人將人分成兩類—正義的人和

不義的人。義人順服從神所頒布的律法；不義的

人沒有神的律法，從這觀點，他們認為不是猶太

人的人都是不義的人，就是他們俗稱的『外邦

人』。」 

「從猶太教末世論理解，」伯老繼續解釋，「猶

太人認為神在末世會審判和毀滅不義的人；因為

他們是義人，是神的子民，因此他們會得到神的

獎賞。」 

「要成為『義人』，」小于驚訝的問，「那就要

遵從猶太人的律法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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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猶太人就是這麼認為，」伯老說，「他

們認為要進入神的國的先決條件就是要遵守他們

的神所頒布的律法，也就是他們的『摩西五

經』。」 

「這不是除了守猶太人律法人才是義人之外，」

小于不滿的說，「那世上就沒有人是義人。」 

「耶穌肯定神的國，但他與同時代人所持有的觀

念是分道揚鑣的，」伯老耐心的解釋，「耶穌的

教導是大膽而創新的。在馬可福音的記載中，耶

穌從來沒有談到神是君王，和神對以色列或世界

的主權。相反，耶穌說進入神的國不是人為努力

的結果。」 

「如果不是人的努力，如何才能進入神的國

呢？」 

「從馬可福音的記載，『神的國』的意義是隱藏

的。麻煩你唸第四章11，12節。」 

「『耶穌對他們說：「神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

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叫『他們看

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怕

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 

「從這經文，神國的意義是隱藏的奧祕；但人們

必須做出接受或拒絕它的決定，當前的選擇成為

一件非常緊迫的事。」 

這時小小咖啡屋陸陸續續地進來了很多的客人，

原來非常寧靜的咖啡屋變得熱鬧了；老中青的男

男女女都歡歡喜喜的打招呼談笑。 

「忘了告訴你，」伯老歉意的說，「今天是我們

咖啡屋一個月一次的聚會，不對外營業，凡是來

參加的人我們都免費供應茶點招待。你要不要留

下來參加？」 

「好啊，」小于欣然地接受伯老的邀請。 

「我們下星期六下午三點再談馬可福音，」伯老

說完後，就帶著小于參加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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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九一一事件前兩週, 聖靈提醒我快退出股市,

我當時就打電話給我的財務顧問, 請他賣掉股票換

現金, 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 我才知道是神保守我免

去財務損失，神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2008年九月十五日Lehman Brothers 破產前兩

個禮拜, 聖靈又提醒我快退出股市, 我又打電話給我

財務顧問,請他快賣掉股票換成現金, 直到Lehman 

Brothers 破產發生後, 我知道是神再次看顧我免

去財務損失，感謝神保守股市投資。 

1995年夏天, 神提醒我快起來去買Orange hill 新

蓋好的房子, 到那裡才和道只剩下這最後一棟房子,

有風景, 價格合理, 因為房子在建造中不許買家參觀,

等到蓋好才拿出來賣, 感謝神保守房地產的投資。 

1997年春天,  聖靈又提醒我快起來去買Rowland 

Heights新蓋好的房子, 我趕到時有位買主也看上

我喜歡的一棟房子, 有風景, 但他要找貸款才能買房,

而我不需要, 所以房地產經紀人就賣給我了, 神給我

的, 沒人可以跟我搶。感謝神看顧當時還是寡婦的

我。  

以下經節常給我力量和幫助, 

詩篇146:9, 耶和華扶持孤兒和寡婦， 

詩篇10:14, 無依無靠的人把自己交託你; 你向來是
幫助孤兒的。 

詩篇 68: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 作寡婦的伸
寃者。 

詩篇118:8, 投靠耶和華, 強似倚賴人; 

詩篇55:22, 你要把你的重擔缷給耶和華, 他必撫養
你; 

見証  《 
見証《神是我的財務軍師》 

黃撒拉 姊妹 

頁 

因著我們在阿爸父神裡的救恩； 

因著上帝的憐憫與慈愛； 

因著耶穌基督的慈愛和眷顧； 

每天都生活在平安、喜樂和滿足中。 

每年11月是感恩的季節，對許多人來說，每年11

月的第四個星期四是感恩節，是數算神恩典的時

候，但對每個嘗到主恩的基督徒心中，感恩節並

不是一年一天的節日，每天都可以是感恩節。 

我們「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因

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

撒羅尼迦前書五:16-18)，每天都有值得我們感

恩的事，而不是僅在感恩節這一天。 

今日所得著、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而

是上帝賜恩典給我們，並期待我們可以明白，這

一切都是源自於祂的賞賜和愛，祂期待聽見我們

因感恩所發出的歡呼和讚美，在我們得著豐富的

時候，不忘記獻上我們所擁有的。 

感恩讓我們更懂得愛而樂於助人；更讓我們認識

愛的源頭——上帝就是愛。我們願為全世界人類

的和平禱告，為美國禱告，為執政掌權者禱告；

也求上帝再次賜下恩典和憐憫，讓疫情趕快過

去。 

我們願作一個心懷感恩的人，除了感恩我們的上

帝，也要善待我們的生活，善待他人，積極的面

對各種困難，而如果人人胸懷感恩，社會局勢就

會更加美好、更加和諧。 

感言 
楊榮國 弟兄 



 

 

第五頁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首先讓我們了解什麼是「屬靈恩賜」，聖靈賜下服事的能力，乃是「屬靈恩賜」，它是聖靈給每一

位基督徒一種特殊的能力為要服事教會任何肢體的健全運作，擺上有價值的貢獻。屬靈恩賜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每個基督徒照著神賜予的角色來發揮他的能力和功用，來服事教會、建造基督的身體。 

   哥林多前書 12:4-7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别，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

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彼得前書 4:10-11「各

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

的，要按著 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

永遠遠。阿們！」。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都有不同屬靈的恩賜，不同的「恩賜」都

是同一位聖靈所賜，聖靈是不會自我争競的，所有的「恩賜」都是為着神永遠的計劃，而這些都是聖

靈賜下服事的能力，藉此發揮其功用，使用在教會的服事工作。各種不同的恩賜都是聖靈的表現，叫

教會得益處，就是基督肢體生命的長大。  

   哥林多前書 12:11「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随己意分給各人的。」信徒獲得不同的恩賜並不

是憑自己的天賦、努力或追求的結果，而是來自神的聖靈，為着造就教會、「叫人得益處」（林前 12:7），

「随己意分給各人的」（林前 12:11）。因此，我們可以「追求愛」、「切慕屬靈的恩賜」（林前 14:1）;

但不可高舉某種恩賜。我們若單單重視某種恩賜，苦苦追求某種恩賜，就是不符合神的旨意，越過了

界線，不尊重聖靈的權柄。譬如一個人被賦予自然天賦的基因（或許在音樂、藝術、寫作、電腦、科

學或數學方面的才能），當他相信神，信入基督，罪獲赦免的時候，聖靈給予他屬靈恩賜，按著信心

的大小；在那一刻，神將聖靈賜給這位信徒，神希望他擁有的屬靈恩賜，可以將自己原有的才幹、學

識、技能完全奉獻給教會，為神使用，這就是聖靈要求給他服事所需要的恩賜。所以説屬靈的恩賜是

基督徒才擁有的，目的是為了造就和幫助信徒們，使教會的影響力遍及全世界各地。 

   我們都是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因此我們是彼此需要的。聖靈賜給我們

不同的恩賜，為要我們作不同的肢體。願我們基督身體上的所有肢體，能正確地運用神所賜給我們屬

靈的恩賜，來服事教會，造就其他肢體，建造基督的身體; 讓我們肢體間能夠彼此相愛、彼此相願、彼

此關懷、彼此接納，為教會服事的工作同心合一、彼此配搭，彰顯神的榮耀和作為。 

 

教會服事的 恩賜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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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時間9/17 週日早上五點就起床，在靈修

前潔凈自己、禱告聆聽聖靈要我讀的書，開始朗

讀了雅歌與箴言。讀完就上YouTube 搜尋線上

直播崇拜。我就隨機點第一個「臺北基督之家」

線上直播崇拜。 

感謝恩主，神透過這天崇拜的經文來對我說

話：  

「主對我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

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啊，要從四方

而 來 ， 吹 在 這 些 被 殺 的 人 身 上 ， 使 他 們 活

了。』」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主

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失去

了，我們滅絕淨盡了。』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

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

列地。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

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我必將我的

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

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

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以西結書 37:9-

14 ) 

願神成就大事，相信神一切的安排都是最美

好的，讚美神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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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美主的恩典，送給我們的生力軍！
小 麥 子 敬 拜 團 新 的 成 員 ：Angie
（keyboard）、Samuel（guitar)、 歌
唱 者 ：Cora and 佳 來 、 必 成 ( 音 效 ) 
新小麥子敬拜團於10月16日主日崇拜初試
啼聲，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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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棄偶像歸向神  

楊榮國 弟兄 

帖撒羅尼迦前書1:9-10 

9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

裡，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侍那又真

又活的神，10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

裡復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憤怒的耶穌。 

    讀了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9-10節，讓我清楚

看見我們教會的生活應該是一個聖潔的生活，和

一般世界的世俗生活截然不同。什麼是聖潔的生

活？我們都是得救的基督徒，蒙神的揀選，我們

蒙神賜予一個新的生命，就是神聖的生命，因著

這新的生命，我們與神就有了生命的關係，我們

基督徒就開始有新的生活，這生活就是聖潔的生

活，就是爲著教會生活而有的聖潔生活。根據經

文描述，它包括三個基本的要素: 

1）要離棄偶像轉向神  

2）服事又活又真的神  

3）等候神的兒子從諸天降臨  

    所謂偶像的定義是：我們始終將某些事物視為

同等神的地位，去關注、渴望、甚至委身於它，

代替了神，甚至看得比神更重要。而經上説到離

棄偶像轉向神，不僅是離棄假神及其背後的撒但

魔鬼，也是離棄在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從台灣來

的都清楚知道，在台灣拜偶像的風氣非常盛行，

到處可以看見在廟裏供奉用泥塑木雕而成的偶

像，把他們供成神來敬拜，各式各樣的假神，諸

如，觀音菩薩、媽祖、關公、玉皇大帝、䆁迦牟

尼…，他們不過是人，後人只能去紀念、緬懷、

敬仰他們，豈能尊奉他們為神來敬拜，這是何等

荒謬。 

    另外今天的世代是個充滿名、利、物、慾的世

代，世人重視物質的享受，沈迷於各種享樂、虛

榮、奢侈、浮華的生活，也瘋狂於人類先進科技

所製作出來的成品，而這些事物都是背後有撒但

魔鬼在控制，使得人遠離神、背棄神。申命記

5:8-9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

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

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

你的 神是忌邪的 神」  

    今天我們所信靠、服事、敬拜的神卻是又活又

真的神，它是那位宇宙萬物的創造者，是自有永

有，全豐全足，供應生命給我們享受的三一神。

不僅經歷牠作敬拜的對象，也經歷祂藉著賜生命

的靈活在我們裏面，包羅萬有的供應者。我們的

神是信實的、全能的、永恒的、全知的、聖潔的

慈愛的、公義的。當我們有任何難處，只要來到

祂的前面向祂禱告、祈求，將我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保守你

們的心懷意念。 

    今天我們在教會生活都有一個盼望，就是等候

神的兒子從天降臨，我們的盼望不是在這地上，

不是在今世，這些都是影兒、過眼煙雲，都會過

去，我們的盼望乃是主的再來，神要藉著經過死

而復活的耶穌基督執行對世界的審判，而我們這

些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主將拯救我們脫離神忿

怒的審判，而得到永生的盼望，也要帶領我們進

入到祂永恆的福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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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女守望 

禱告 
Phoebe Wu 姊妹 Phoebe Wu 姊妹 

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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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文15 

親愛的主，祢曾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  

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

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

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將我的救

恩顯明給他。親愛的天父，求祢將這些應允成就

在孩子____的身上，當他(她)學會愛祢時，祢必

搭救、釋放他們，並向他們顯明祢的救恩，____

要倚靠祢的慈愛，他(她)的心要因祢的救恩快

樂，我們都要高舉祢的名，向祢歌頌，因祢用厚

恩待我們。奉主耶穌寶貴的聖名祈求禱告 阿們 ! 

  禱告文16   

親愛的天父，求祢使孩子____在長輩、同學及朋

友面前得蒙喜愛，使他(她)遠離與同濟的比較，

救孩子脫離虛榮的陷阱及物質主義。求主幫助

____懂得先求祢的國祢的義，祢必將各樣的恩惠

多多地加給他(她)，使____所需的才能充足，預

備完成祢各樣的托付，並享受耶和華所賜各樣的

福份。願他(她)追求聖靈超過追求外在的美麗與

物質的獎賞，奉主耶穌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 !  

        讚美詩：只要主與我同去 

        山震地裂 使我無法站立 

          我雖不見祢的面 

          唯求主與我同去 

          因祢是恩慈的神 

          為萬人存留慈愛 

 

         我看見生命在基督裡面 

          時間掌握在恩主的手中 

          我知道在我裡面的 

         比這世界更大 

          祢是行大能的 神 

          萬有都聽命於祢 

 

         主耶穌已戰勝死亡 

          祢使我戰勝罪的綑綁 

          只要主與我同去 

          我就能披荊斬棘 

          只要主與我同去 

          我就能得勝有餘 

          只要主與我同去 

          誰能抵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