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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话牧师的话牧师的话牧师的话：：：：每日读经计划每日读经计划每日读经计划每日读经计划 

 

楼建华牧师 

 

每日读经，原就是每一位基督徒，每天当作的「正经事业」；

读经计划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按部就班地一章、一卷往前进。两年一

轮的每日读经计划，又进入第二年、第一季的读经进度。大家只要锲

而不舍，很快就能够把整本圣经读一遍。 

深盼主基督耶稣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使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读

经计划；并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勤读上帝话语的教会！这才是教会

复兴必经之道！ 

 

这一季我们专注在旧约的诗篇。诗篇伴随着我们每一天的读经

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古人有话说，「诗言志」；这里的「志」，指的是一个人的心

的「方向」，也就是他心里所向往的。换句话说，古代的诗人透过诗

句，把自己心的「方向」写出来。孔子则说过：「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把这句话翻成白话文

来解说，它的意思是“诗可以激发人的心志，可以观察时政的得失，

可以沟通大众的情志，可以舒畅个人的忧怨。就近处来说，可以运用

其中的道理来事奉父母，就远处来说，可以用来服事君上。”这样，

在自己文化的传统里读古代诗经、汉诗、唐诗等，我们不难发现诗人

们所关切的，不外乎人际之间互动往来的感情，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

的圆融和谐；涵盖了国事、家事与自己的心事。 

在古希伯来信仰的传统下，纵观旧约诗篇里的内容，则带给我

们截然不同的体会。诗人在上帝面前，向着这位至高的主宰发抒自己

的感情，或是求、或是兴、或是怨、或是群，每一篇的主题都描绘着

神、人位格际的互动。让我们细细地读，慢慢地回味，品尝个中灵性

的滋味，丰富自己灵性的感情！ 

 

谚语云∶开卷有益。盼望凡我主内弟兄姊妹，都以读经为乐，

在主的话语上长进。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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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读经计划两年读经计划两年读经计划两年读经计划表表表表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年年年年（（（（2020202010101010 一一一一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January 

 日期 圣经 阅读 

章节 

主日 背诵 

经节 

 1 诗诗诗诗 51   

 2  52   

 3  53 日日日日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 3 

 4  54   

 5  55   

 6  56   

 7  57   

 8  58   

 9  59   
 10  60 日日日日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 4-6 

 11  61   

 12  62   

 13  63   
 14  64   

 15  65   

 16  66   

 17  67 日日日日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 7 

 18  68   

 19  69   

 20  70   

 21  71   

 22  72   

 23  73   

 24  74 日日日日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 8-11 

 25  75   

 26  76   

 27  77   

 28  78   

 29  79   

 30  80   

 31  81 日日日日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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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年年年年（（（（2020202010101010 二二二二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February 

 日期 圣经 章节 主日 背诵 

经节 

 1 诗诗诗诗 82   

 2  83   

 3  84   

 4  85   

 5  86   

 6  87   

 7  88 日日日日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 13-17 

 8  89   

 9  90   

 10  91   

 11  92   

 12  93   

 13  94   

 14  95 日日日日 申六申六申六申六 4-5 

 15  96   
 16  97   

 17  98   

 18  99   

 19  100   

 20  101   

 21  102 日日日日 诗一诗一诗一诗一 1-3 

 22  103   

 23  104   

 24  105   

 25  106   

 26  107   

 27  108   

 28  109 日日日日 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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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年年年年（（（（2020202010101010 三三三三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March 

 日期 圣经 章节 主日 背诵 

经节 

 1 诗诗诗诗 110   

 2  111   

 3  112   

 4  113   

 5  114   

 6  115   

 7  116 日日日日 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 9-10 

 8  117   

 9  118   

 10  119:1 - 8   

 11  119:9 - 16   

 12  119:17 - 24   

 13  119:25 - 32   

 14  119:33 - 40 日日日日 申十申十申十申十 12-13 

 15  119:41 - 48   

 16  119:49 - 56   

 17  119:57 - 64   

 18  119:65 - 72   

 19  119:73 - 80   

 20  119:81 - 88   

 21  119:89 - 96 日日日日 太五太五太五太五 17-18 

 22  119:97 - 104   

 23  119:105 - 112   

 24  119:113 - 120   

 25  119:121 - 128   

 26  119:129 - 136   

 27  119:137 - 144   

 28  119:145 -152 日日日日 可十二可十二可十二可十二 29-31 

 29  119:153 -160   

 30  119:161 - 168   

 31  119:16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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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一一一一季经文背诵季经文背诵季经文背诵季经文背诵 
 
Week 1 (Jan 3 - 9) :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Week 2 (Jan 10 - 16):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4 - 6 
4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
下、水中的百物。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
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
子，直到三四代；6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
千代。 

 

Week 3 (Jan 17 - 23):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7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
他为无罪。 

 

Week 4 (Jan 24 - 30):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8 - 11 
8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9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10 但第七
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
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11 因为六日之
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
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Week 5 (Jan 31 - Feb 6):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12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Week 6 (Feb 7 - 13): 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出二十13-17 
13 不可杀人。14 不可奸淫。15 不可偷盗。16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17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
所有的。" 

 

Week 7 (Feb 14 - 20): 申六申六申六申六4-5 
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5你要尽心、尽

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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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8 (Feb 21 - 27): 诗一诗一诗一诗一1-3 
1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2惟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3他要象一棵树栽在溪

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Week 9 (Feb 28 - Mar 6) : 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7-8 
7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

有智慧；8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

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Week 10 (Mar 7 - 13): 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诗十九9-10 
9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10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

滴的蜜甘甜。 

 

Week 11 (Mar 14 - 20): 申十申十申十申十12-13 
12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

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祂的道，爱祂，尽心尽性事奉祂，13遵守祂

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 

 

Week 12 (Mar 21 - 27): 太五太五太五太五 17-18 
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

废去，都要成全。 

 

Week 13 (Mar 28 - Apr 3): 可十二可十二可十二可十二29-31 
29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

上帝是独一的主。30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31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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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主而行遵主而行遵主而行遵主而行 ~ 2010年教会主题年教会主题年教会主题年教会主题 

楼建华牧师 

 

 

 

 

今年教会的主题定为「遵主而行，在主里生根、建造」。它

取自歌罗西书第二章、第 6-7 两节经文的内容。这两句话的宗旨可

以用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来说明：“接受主→遵主而行→在主里面生

根、建造→信心坚固→感恩的心更增长”。 

第 6 节一开始，本来有一个连接词「所以」；不过在中文和

合本圣经里没有直接译出来，而是以「既然」一词来替代。於是这

一句话换成一个很典型的“既然…就”的句型：既然接受了主，就

该遵祂而行。 

「接受」即「领受」；至於「遵祂而行」，在原文里的意思

则是「在祂里面行」(walk in Him)。「行」的原文字，在和合本

中文圣经里，常被译为行事、行事为人。 

 

遵祂而行： 

那么，到底我们怎么遵祂而行呢？首先，一个人必定要在接

受了主基督耶稣之后，才谈得上遵祂而行。「接受」主基督耶稣是

「信」了主的同义词；这就是说“遵祂而行”必须奠基在「信」

(Faith)之上，也奠基在我们与主享有一样的生命的事实上，而不

只是徒然地在行为上仿效而已。这样，从「信」和「接受」就产生

出「行」来。固然「遵祂而行」包括了以祂为典范，在行为上仿效

主，但不仅仅是如此而已，因为「遵祂而行」原是属生命的层面，

而非仅属於行为层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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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遵主而行」就是遵照主的话去做的意思；主耶稣在

登山宝训的最後一段，讲了一个比喻，所谈到的，就是听了祂的话

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

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反观那

听了不去行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

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太七

24-27)。 

再过来，「遵主而行」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行」(walk 

in Him)；就如约壹二章 6 节所说的，“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

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从消极、反面的角度来看，就是不随从肉体；不单凭眼见；

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不再像外邦人存虚

妄的心行事等等。从积极方面看，我们还可以分成下列几方面，作

进一步的解说： 

1. 像基督藉著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也要藉著洗礼

归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罗

六 4)； 

2. 行在圣灵中，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私欲(罗八 4；

加五 16)； 

3. 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

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弗五 2)； 

4. 照着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约贰 4)，也就是按着

真理而行(约叁 3-4)； 

5. 基督是世界的光，凡跟从祂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

生命的光(参考约八 12)；既然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

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弗五 8)，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

行在白昼(罗十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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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还讲过“在真理中行”，“在爱中行”，“在光明中

行”，“在圣灵中行”等片语。我们应当把这些片语都合在一起

读。 

 

生根、建造： 

圣经学者还告诉我们，在第 7 节里的生根、建造、坚固与增

长，其实是四个分词，用来修饰主要的动词，即第 6 节里的遵祂而

行的「行」字。 

「生根」是向下扎根，越作越往下，就越埋在土里，也越不

容易被看见。讲到的是有关生命、信心和地位方面的生根。而「建

造」则是往上发展，越作越往上增高成长，也越容易让人看得见。

所讲到的是生活、行为表现和追求成圣等方面。 

只要接受了主，就表明生根的事实已经完成，绝不会被拔

除。之后，就进入「建造」的工夫，而这建造的工程必须一直进行

下去，绝不停歇。这是教会主题的重心，我们一定要殷勤、不闲

懒，以敬畏主的态度，好好研读主的话，顺从圣灵的引导，自然每

一个人的信心能够被坚固，而向着主感恩的心，又岂会不增长呢？ 

 

仁爱堂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遵主而行、一起来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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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约翰约翰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加尔文加尔文~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四四四四）））） 
楼建华牧师 

传道传道传道传道、、、、授业授业授业授业、、、、写作写作写作写作    

回到日内瓦，加尔文立刻起草教会章程，就其组织、架构、

职分、事奉，以及属灵权柄等各方面，加以详细规范，一心一意要

建立起一个奠基在神的启示真道上的教会，既有严谨的传道和教导

事奉，又有严格的属灵纪律的操练。当然，这不是一蹴可及的；不

过，在神的带领和保守下，在加尔文走完他人生的路途之前，日内

瓦还果真成为改教运动时期最能作为典范的基督教社区。 

在这章程里，规定教会有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四种职

分，各有所司；选立的资格和担任的职务，也都订有明确的要求。

不过，仍有加尔文没有争取到的，譬如说，加尔文并未争取到他原

先所预期的教会“自主权”，即在执行属灵纪律的权柄上，不受民

事行政当局的杯葛。又如圣餐礼的次数，所盼望每月守圣餐一次的

安排，也无法得到批准，只能每年四次施行圣餐礼。 

加尔文自律甚严，在执行教会纪律上，也极为认真；如此一

来，往往开罪于人，其中也包括教职同工。后人对他颇有微词。但

是，平心而论，他处在教会首领的地位，肩负改教的重责大任，为

了要严守信仰立场，落实敬虔的属灵生活，岂能随便妥协呢？ 

老实说，加尔文是一位比较内向、属于思想型的人；他的思

路清晰，条理分明，写作与谈吐皆通畅达意；他的身材虽不壮硕，

加上体弱、多病，形容颇有点枯槁，但他绝不懦弱。 

在信仰上，加尔文紧紧跟从使徒保罗；可以说，加尔文服膺

的教义真理，全是从新约中，尤其是从保罗的书信里，整理归纳而

得。如果我们说他最具有「归正精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加尔

文坚持以神为本、以圣经为属灵真理最高之权威，站在信仰立场

上，不可妥协之处就不能妥协，一定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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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回到日内瓦，加尔文就肩负多重的职务，最主要的事奉

可归纳为三：即传道、授业、写作。除此之外，他还得回复信函，

接待访客，参加同工会议等。繁重的担子几乎没有轻省过。就举他

的著作为例，不但几次修订出版他的钜著《基督教信仰要义》(The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还不断地讲经，并出版

圣经注释。一五四零年、三月他还在 Strasbourg 时，出版了罗马

书的注释；1546-1547 年讲授并出版哥林多书信注释书；隔年则是

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和提摩太书信的注释

书；提多书、希伯来书的注释书则在 1549 年出版；1550 年添了帖

撒罗尼迦书信和雅各书的注释书；1551 年则是彼得前后书、犹大

书；之后，1553 年讲授使徒行传、以赛亚书，以及约翰福音等。 

前前后后他总共写了四十八卷的新、旧约注释书。更详细一

点来说，新约里，除了约贰、约叁、启示录三卷之外，加尔文注释

了其他每一卷书，包括符类福音书合参，分成三卷。所以，单单为

新约，就写了二十四本注释。而旧约的三十九卷里，加尔文没有为

历史书卷写注释书(除了约书亚记)，即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记

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

斯帖记；至于智慧书，除了诗篇外，也没有为其他的书卷写什么注

释，即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雅歌。这样，为旧约共写了二十四

本注释书，其中包括四本为四卷律法书(出埃及、利未、民数、申

命)所写的合参。(不过，这里附带要提的是，加尔文虽然没有为约

伯记写注释书，但是，他曾就着约伯记，讲了一系列的证道信息。) 

单单从这简略的出版书目来看，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属灵

的巨人，在事奉上的殷勤和尽责，在在都是我们的榜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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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福音的债欠福音的债欠福音的债欠福音的债————————平安夜随笔平安夜随笔平安夜随笔平安夜随笔 
田田姐妹 

 200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 

参加了唐牧师的圣诞布道会，就出差到靖江，今年这是第二次

到这个城市，也在此度过平安夜。今年平安夜恰逢周四，是教会例

常祷告会的日子，楼牧师说祷告会照常举行，并且会做一些特别的

分享。人在靖江的我，很想打电话过来听，这是因为工作中电话会

议开得多了，成了下意识里的反应。不过，楼牧师建议我尽量找当

地的教会，融入他们的聚会里。然而，承诺我通过朋友的朋友可以

找到家庭教会的那位司机，始终没有肯定的答复，令我非常失望。

只好照常下班回到下榻的酒店用餐。 

 

在靖江这是比较好的酒店，为了抓住商机，酒店餐饮部门也推

出平安夜特别节目，说穿了不过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自助餐罢了。当

晚整个酒店热闹非凡，人流穿梭不息，服务人员也换上了特别的红

色圣诞衣裙和帽子，大有过节的气氛。 

 

上一回来此出差，正逢酒店大厅布置圣诞装饰。当时就曾问过

柜台人员“你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吗？”——对信主的人来说，这

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但是，我在靖江遇到的，无论是酒店的工

作人员、或是酒店的客人、当地政府官员、工厂后勤、生产、管理

等人员，给出的答案竟然都是“西方人的新年”。 

 

当然没有理由惊讶，因为信主前自己也曾以为圣诞节是西方人

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为什么要引进来搞如此多花俏的商业活动？

有其形而无其实嘛！——人群对真理认识的空白越多，就越发提醒

我们传道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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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听闻上帝真道，真是福气。那些生活在黑暗里，没有得着光

照的人们，有的虽有思想，但困惑于生命的真谛；也有每天除了上

班下班、管理孩子饮食、关注丈夫几点回家以外，从未好好考虑生

命价值的；也有政府官员无奈感叹世道黑暗、身不由己。楼牧师见

证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 1：

14），不传不知道，一传发现其实许多人如此饥渴于真理，那是实

实在在照进他们生命里的光亮。 

 

说来也巧，靖江出了个名声甚好的女法官；之前就注意到当地

的报纸宣传她，没想到宣传她的大会开到了省里，这两天中央电视

台也来靖江搞宣传报导活动，而地点就设在这家酒店。我颇好奇，

到底她做了什么？又该学习她的什么？恰巧碰上宣传部的官员，于

是向他们请教，这下官员被问倒了，只说“她做得好啊，在基层干

了十多年，为人民办实事！原先我们市里学习她，现在省里、中央

也学习她，马上全国人民都要学习她！到底要我们学习她什么，这

个要等到活动结束后再好好想想。”——人民的公务员，尽心尽力

为人民办事是本份啊，主持公道是职业道德啊，当然她办案结果好

是她有特别的智慧，也不排除她的勤奋努力，这些技术上的经验当

然也很值得业内人士互相学习切磋，可如果全国人民都要学习她，

那一定就是从工作态度与敬业精神层面学习的了。如果一个公务人

员当做的本份都被这样大动作地炒作，是不是表明社会道德已经败

坏到一个可怕的地步了呢？！ 

 

“中国是急需基督教的国家”，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甚至是担

任高位的干部也有人这么说。如果基督教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开来，

如果人们都遵循上帝的教导行事，怎么还会把这位法官这样本职工

作出色的例子炒作到全国人民都来学习的地步呢？怎么还会有政府

官员也自叹身不由己的无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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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人都把中国当做一块唐僧肉，那是冲着中国的人口众

多、市场庞大、经济发展空间巨大来的，多数人只不过是被表面

的、商业的利益驱动着。但是中国社会在思想灵魂层面，普遍存在

着极大的空虚，这或许说明为什么那么多人一面做着中国人的生

意、赚着中国人的钱，一面还看不起中国人的原因。而这个巨大的

空洞，唯有上帝的真道才可能填补。所谓夯实基础，是要从灵魂着

手的。基督教的传播是普世信徒们的天职。就如同进入中国商业市

场一样，那些做生意的人得先了解中国社会背景和民情；传福音更

是如此，还是得由我们这些在中国文化中生长的中国信徒来努力，

到底我们最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内涵。 

 

楼牧师说过的保罗深感欠世人福音的债，在这个环境里，我有

颇深的感触。“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

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

人。”（罗马书 1：14-15）一个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热爱中国

文化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是存着深厚感情的，身处其中，眼见人们

都被物质利益驱动、社会道德败坏，为此感到心痛心酸，一点也不

为过。 

 

下意识里想到唐牧师做词做曲的〈我今奉献〉“以真理教导

我，以圣爱充满我，灵火焚我心灵，忠心传祢福音”。——除了传

福音的感动以外，我也感到无比的惭愧，自己欠缺神学知识，灵命

也脆弱，因为平日少与上帝亲近，读经少，学习也少，教会的资源

都没有好好使用。而承担传道责任必须首先在灵命与知识上坚固自

己。求神保守与带领。命上坚固自己。求神保守与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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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归正福音基督徒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归正福音基督徒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归正福音基督徒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归正福音基督徒 

许希耀弟兄 

怀着感恩的心迎接救赎主降生为人的圣诞纪念日。霎间，新年

将至，在这岁末迎新的时刻，我祝愿主内弟兄姐妹都能成为名副其

实的归正福音基督徒。这对于转会的我来说，更具有特别意义。要

如何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归正福音基督徒呢？我个人认为： 

 

（一） 要听道、信道与行道： 

基督信仰不是如佛家所云：「明心见性」或「打坐」、「默

想」而突然开悟产生。它也不是如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进修方式而逐渐明白过来的。基督信仰不是人自己

追求就能得到，它首先是从外面进来的，是上帝亲自向人启示，

人相信明白而愿意接受成为基督徒。 

使徒保罗说：“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

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

能传道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的。”(罗十 14-17)这段经文不仅把基督信仰的来源清楚讲明，

也把听道、信道、行道之间紧密不可割裂的关系体现出来。只可

惜目前仍有一些教会只鼓吹以生命经历的方式传福音，而疏于对

圣经的教导，甚至有些还出现错误的解经教导，造成传非所传，

信非所信，令许多无法听到纯正真道的信徒充斥各个际层，产生

许多不良影响，这必须引以为戒。 

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去行就有福了。”耶稣并非说

你若去行，你就知道这事，耶稣是说你既然已经明白知道这事

（福音）就应当去行。这是两者紧密相结合的典范。感谢主！言

行一致、知行并重，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圣经教义与个人

经历，听道、信道与行道紧密相结合是归正福音信仰所遵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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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与学习原则。让我们花时间来好好思考我们的事奉是否有脱离

上述的教导原则。这里，我引用某传道人所讲的一段话来警醒大

家。 

“圣经真理不是只用来让我们鼓掌，挠大拇指而已，圣经真理是

要用来实践的。” 

“只要实践不愿求知就如瞎子摸象，永远无法把真福音传扬。” 

 

（二） 救赎恩典与追求圣洁：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二 8-9） 

这节经文清楚阐明救赎恩典完全是由上帝亲自作成并白白赐给我

们，人完全不能作什么。这救赎恩典是一次就成就，不受时空限

制。二千年前救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至今到末日仍旧有

效。 

“因信称义”使我们得救，与神和好。然而我们还必须追求

圣洁（成圣）才能在天国生命册上有份。成圣就是成为圣洁。希伯

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没有恩典人不可能成为圣

洁，有了恩典而不愿追求圣洁则天国生命册上无份。我们务必要认

真思想，吸取教训。让我们心怀感恩领受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恩典，

更要立志追求圣洁。这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应负的责任，并

一生一世持守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要如何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呢？使徒保罗说：“…你们要脱

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就是脱去旧亚当的遗传，即不顺

服（骄傲）并肉体的私欲与眼目的情欲；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新亚当

（耶稣基督）的顺服与捨己精神并真理的仁义与圣洁的义袍。主耶

稣在（约十七章）祷告说：“求祢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祢的道就是

真理。”这就是成为圣洁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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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本性的圣洁是撒但魔鬼绝对无法伪装造假；假基督徒也

完全不可能仿效的。惟有一心追求福音真理的真基督徒在圣灵保惠

师的光照下才能作到。 

让我们以一颗敬畏的心仔细思考追求圣洁的教义，记住使徒

保罗所说：“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不要自

欺，神是轻慢不得…”。切记：「明知故犯，罪责自当」。 

 

（三）  祷告与行动： 

祷告是上帝赐给属祂子民的特权。“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

人祈求…”（约十七章）是上帝怜悯、体恤人的软弱与不足而赐下

的。祷告也是上帝要人学习顺服与交托，以更正始祖因不顺服（骄

傲）上帝而堕落的罪（人从那里跌倒就从那里学习爬起）。这是上

帝施教的方法之一。 

可以这么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但基督徒还有

比祷告更重要的生活，就是使命与责任（上帝的使命与人的责任是

通过实践行动体现出来的）。若离开这点，祷告将失去其全部真

义。“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

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

切昆虫。”（创一 26）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管理”就是指

行动，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行动；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行动。 

上帝的恩赐、能力是通过人实践其使命与责任的过程中赐给

我们的，使我们在实践行动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很难想像一个

只会坐着祷告求上帝赐这给那，而又不愿在使命与责任上实践的基

督徒能获得恩赐或能力吗？实践是每一名知道其使命与责任感的基

督徒必定要的行动，而祷告则是在事奉过程中将所面临的困难向主

祷告交托，求上帝赐能力、恩赐使我们能胜任。这样的祷告才是蒙

上帝悦纳的祷告，是圣灵为我们代祷的样式，是充满生命与动力的

祷告，是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的放矢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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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践行动不祷告交托求上帝赐恩赐能力，容易变成自我主

义，走回旧亚当不顺服的错误道路；有祷告不实践、不行动永远无

法完成主所托付的任务，也不配作为上帝形像与样式的新人。 

让我们以一颗敬虔的心，应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并圣灵

的光照，认真了解福音真理，在实践中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所需的

一切，去完成主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祷告与行动两者紧密结合起

来的事奉必定是荣耀主、不荣耀己；必定是以拯救灵魂为己任而不

是扬名立万，藉事奉从中捞取个人利益。 

盼望这篇文章配合教会今年的主题“遵主而行，生根建

造”，能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来思想思考，

与自己的属灵伴侣或主内弟兄姐妹、牧师传道一起讨论，把体会心

得用文字刊登在教会刊物上，一起学习分享，若有文字局限可请其

他弟兄姐妹代笔，务要把刊物办得热闹充满生气，灵命也同时得着

造就。 

最后谨以下面话语与全体弟兄姐妹共勉之： 

谨守诫命、遵行主训、在圣灵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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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我想起了孔夫子我想起了孔夫子我想起了孔夫子我想起了孔夫子 
邝立东弟兄 

在 2006 年期间，中国“十一”黄金周在央视《百家讲坛》开播

了一个新單元，叫做”论语心得”，播出街后，造成前所未有的轰

动。孔老夫子万万没料到，在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他曾说过的：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一个小女子，竟然在中国掀起了百姓

重读经典热潮，神州一片论语红！这个女子，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系副教授于丹。她对论语的评述，一锤击碎了几千年来人

们对经典膜拜的梦想。在她眼中，这本儒家经典，就是一道上好的

心灵鸡汤--《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

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找到个人坐标。 

 

尽管有许多儒家学者指出，于丹对论语的诠释，硬伤处处，误

读经典，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我倒是欣赏于丹的观点，她认为论

语这部传统文化经典能横划漫長的历史时空，在当今仍有如此大的

魅力，那是因为现代人的心灵越来越困惑，內心在呼唤一种简单的

真理，对这种真理的需求比从前更加强烈。她心目中的孔子，待人

处事非常平和，內心却十分庄严，因为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他，

那就是信念的力量。 

 

在不久前的一个主日，我和一位尚未信主的中国朋友一起往回

家的路途步行，趁此向他传福音。交谈当中，感觉到他对眼前的生

活没有定标，神的观念不在他的心中坐位，生命中没有一种信念的

引导，我当时心思一动，想起了孔夫子。 

 

孔子，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除了文革那一个打倒孔家店的荒

谬年代，孔子的崇高地位，始终无人取代。他重视诗书礼乐，对中

华文化帶来无弗深远的影响。李泽厚更笃认，“孔子(学)在世界上

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美的历程)。要涉及孔子的课题太多、太

广了，我想本文就只浅略讨论孔子和神的这个规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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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於春秋时代的鲁国(今山东曲阜)，诞於公元前 551 年，

那是离我们多么遥远的年代啊！他有否知道天地之中，有一位神的

存在？有一位最高主宰者？換句话说，孔子是否为有神论者？在回

答这个问题之前，容许我引述兩本无神论者的著作，谈谈他们关於

这方面的观点。 

 

由龚学增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学习问答”一书，开

章就猛烈抨击有神论为愚昧、迷信、伪科学思潮，认为“所谓

「神」，不过是人类幼年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现象

的本质和规律知之甚少，在种种灾害的侵袭面前软弱无力，由惧怕

和敬畏而生的幻想的产物”。在论及中国历来朝代关於无神论的发

展，该书提出早在商、周时期，人民已有上帝(天)的宗教观念，承

认“无神论是一种理性的思想，它的产生比原始有神论晚得多。” 

 

另一本在美国出版的畅销榜非小说类书籍，“The God 

Delusion”, 作者 Richard Dawkins，被号称为基要派无神论者。

该书的思想其实和“马”书同出一辙，认为神的存在为人对神的妄

想，全书有两大设定前提：(一) 科学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不二法门

Science should be the solution to all problems，(二) 物竞

天择是自然界单单的統一原则 Natural selection is the only 

unifying principle in nature。他坚信，进化论是千真万確的確

定事实，就如纳粹大屠杀一样千真万確！ 

 

无神论者可能从来不晓得圣经记载了这一段话： “愚顽人心愚顽人心愚顽人心愚顽人心

里说里说里说里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上帝”(诗十四 1 上)。孔子呢？孔子是愚顽人么？ 

 

《史记》记载：当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因此孔子

对书经和诗经等古籍相当注重，曾加以删改、重新编订，从而对於

其中所处理的，自唐虞时代，中国人即已认识的主宰之天的记录，

不会忽略。我们可以推测，孔子自始便相信至高无上而又独一主宰

之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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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追溯最早的郊祀是记载于孔子所编辑的

《书经》，里面记述舜帝(公元前 2255 年)“肆类于上帝”，就是

向上帝献祭之意。《中庸》亦记道：“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

帝也。” 

 

《论语·述而》篇，孔子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天是

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傅佩荣解读，以下同)，这“天”，就是主

宰之“天”。孔子曾喟然说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广泛学习世间的知识，

进而领悟深奥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论语·宪

问》篇。还有，他说：“吾谁欺？欺天乎？”(我想欺瞒谁呢？难

道要欺瞞天吗？)《论语·子罕》篇。孔子这番话，无形中让我们

知道，他晓得在最高处的天，是不能欺、不可欺、不当欺，因为这

“天”，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不但如此，孔子也认为，我如果做

得不对的话，让天来厌弃我吧！所以他不无兴叹：“予所否者，天

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源出

《论语·颜渊》篇，这句话相当有意思，我不认为这乃宿命论或唯

心论，这倒说明了主宰之天，掌管人一生的年岁财富，这“天”有

主权。有大能。圣经记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他的月数在你那他的月数在你那他的月数在你那

里里里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使他不能越过使他不能越过使他不能越过”””” (伯十四 5)。另一处也

记道：“上帝赐人赀财丰富上帝赐人赀财丰富上帝赐人赀财丰富上帝赐人赀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使他能以吃用使他能以吃用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能取自己的分能取自己的分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在他在他在他

劳碌中喜乐劳碌中喜乐劳碌中喜乐劳碌中喜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传五 19)。 

 

冯友兰一句话，简单地指出：“论语中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

天”(中国哲学史)。何世明牧师更进一步阐明，“孔子常常提及

天，而他所认识的天，又是全在与全知，既有意志感情，又有实际

行动之人格神，更是天地万物与人类的最高主宰”(融贯神学与儒

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孔子是承认天是有知有德，他也

知道知天敬天，但对於天地的主宰，宇宙的创造者，孔子自身没有

徹悟地明白，他称谓的“天”，其实正是有位格性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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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思考的领域，那就是如果孔子对上帝只有

一个笼统的认知和领受，却没有亲自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建立

个人的灵里关系，圣经豈不是说了：““““除除除除衪衪衪衪以外以外以外以外，，，，別无拯救別无拯救別无拯救別无拯救。。。。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在天下人間在天下人間在天下人間在天下人間，，，，没有赐下別的名没有赐下別的名没有赐下別的名没有赐下別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四 12)，

那么，孔子得不得救？換一个说法，孔子下不下地狱？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孔子生於主前五百多年，

上帝还未成就衪的应许。在衪永恒的心意里，衪有絶对最完美的时

间表，衪亲自挑择的历史流程中，上帝的旨意，就要成全在这个衪

所指定的日子，在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身上，上帝愛子以人的形像降

生了，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掀开了序幕。这个时空的介入点，不在

孔子礼坏乐崩的朝代，而是在独裁的罗马帝国统治年间。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

说了什么啊？四季照样在运行，万物照样在生長，天说了什么啊？) 

《论语·阳货》篇。傅佩荣解读得好，他说：这句看似比喻的话，

其实反映了古代的信念，就是以天为“造生者”与“载行者”；天

是万物的根源，也是维系一切的力量。 

 

可见，孔子对於天的主观认识，是因上帝普遍启示而获得的。

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将启示分为二类：既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和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唐崇荣牧师解释: 

上帝藉着一般的事，及被造的万有来告诉我们，衪是造物主，这个

叫做普遍启示。但上帝不单要人知道衪是造物主，衪也要透过救赎

的工作，使我们可以在衪生命里面与衪交流，与衪合一，享有衪丰

盛的恩典，永恒的荣耀，这个叫做特殊启示。无论是那种启示，圣

灵都是主动的运行在程序当中《圣灵与福音》。 

 

加尔文说：“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

么，不管真理在何处显明，我们都不应该拒绝或藐视，要不然我们

就是侮辱上帝的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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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领受的，正是普遍启示，其当中的一个价值，就是让每

一个世代的人，总领悟到一些亮光，因为普遍启示具有真理属性，

能够肯定中国古人心目中的上帝信仰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在与特

殊启示相互印证后，我们发现，儒典古书和圣经里关於至高无上的

独一神圣性的上帝观，其实是可以相兼並容的。《诗经·大雅》的

“荡”文，有中国基督徒尝试将之迻译成白话，这个白话版本反映

了他们认信中华民族自从远古以来也蒙上帝爱顾，认信犹太先辈的

上帝也是华夏祖先的上帝。 

 

原文：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天生烝民，

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无处不在的上帝，是众生的主宰；威严的上帝，本来注定就是要

做众生的主宰的。苍天创造的众生，总是不能真正相信和了解上天

安排的命运，不是一开始就不信,而是很少有人相信到底。)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孔子得救否？孔子入地狱否？其实

这个问题，早在唐代的景教，直到晚明的耶稣会士，还有当年的传

教士利玛竇，不断地被人追问，绝不新鲜，答案就在圣经里：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

的的的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也必按律法受審判也必按律法受審判也必按律法受審判。。。。””””(罗二 12)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他们虽然没有律他们虽然没有律他们虽然没有律

法法法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他他他

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證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證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證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證，，，，並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並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並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並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是或以为是或以为是，，，，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为非为非为非为非。。。。””””(罗二 14-15) 

 

“…“…“…“……………上帝是不偏待人上帝是不偏待人上帝是不偏待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原来各国中原来各国中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那敬畏主那敬畏主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行义的人都为主行义的人都为主行义的人都为主

所悦纳所悦纳所悦纳所悦纳。。。。””””(徒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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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救恩的事情，交给有絶对主权的上帝公义审判吧！上帝

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做的，是为衪传扬因信得救的宝贵福音，成为

蒙衪喜悦的器皿！ 

 

那一天的主日，我与这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边走边谈，向他讲

述信耶稣，得拯救之道。交谈之际，我忆起了我的祖父，他为了讨

生活，当年离开了苦难多災的中国，飘洋过海，来到獅島落地生

根。龙的故乡，那片孕育承载着十亿人口的土地，他再也不曾踏足

一步。这位和其他我所接触的许多尚未信主的朋友，他们和我祖父

一样，来自受儒家思想浸淫和薰陶的礼义之邦，泱泱大国，我有这

样的机会与他们分享福音，我要深深地感激上帝的恩典！ 

 

孔子在普遍启示的光照下，知悉在这蒼茫大地、谁主沉浮，二

千五百多年后的今日，上帝也藉着特殊启示，向衪所拣选的一群炎

黄子孫、龙的传人，建立了衪的独生愛子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並要

他们在得到福音的好处后，也将这大好的喜讯，传遍万邦万民！ 

 

诚如范学德说的：“宏大中华文化，这就是孔子感受到的上天

降于他的大任。他一生将此大任担在肩上，不畏任重道远。”他接

着说：“子不怨、不悔、不倦、不屈、不挠、乐天而安命…。孔子

完成了他的天命。中华文化的历史证明，他对天的信任，是完全正

确的。这「天」，也值得我们中华儿女信赖、赞美、感恩！”(为

什么我不愿成为基督徒) 

 

孔子是伟大的，孔子的魅力是无法挡的，孔子「五十知天命」

《论语·为政》，但始终敬畏上天。上天要他作什么，就谦卑地服

从了。就这样，我受感动了。 

 

就这样，我想起了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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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室之后暗室之后暗室之后暗室之后》》》》读后感读后感读后感读后感（（（（二二二二）））） 
田田姐妹 

  1937 年夏，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侵占了北方，当日本军队从沿

海前进，百姓成群结队往华西逃难。南京是个瓶颈，千千万万的避

难者像疯了似的涌出来，但是火车、汽车、轮船因着容量有限，仅

能运出不及百分之一的人。书中列出的几个例子都是年轻的外国女

传道人在中国经历如此颠沛流离的说明。虽然上帝是看顾着儿女

的，但那动荡之中只身奔赴异国他乡为了上帝的事工的年轻外国女

传道人，深深打动我的心。这是真正的奋不顾身，这就是唐牧师做

词做曲的“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的最好解释。 

 

作者亲身经历的，和李曼女士带着简陋的设施，在那交通不便

的年月，走乡串户，传扬上帝福音，更与其他异国传道人在中国大

江南北、戈壁荒漠、边陲和内地、街道与乡村辛勤撒种组成一组内

容生动的速描。为了神的国度，为了大灾难中人们内心的平安与喜

乐，为了挽回这乱世…… 

 

而李曼女士为中国福单工作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于

翻译了注音符号圣经。让圣经在广大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中间流传。

为了这神圣的工作，她甚至错过了日本人占领上海前回美国的最后

一艘船，不得不忍受后来的被关进集中营的非人牢狱生活。 

 

曾经遇到过山东、福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信徒，觉得稀奇，

中国也有基督教家庭吗？不都是因为出了国才有机会接触的吗？现

在知道，这正是当年那样一批西方人忠心于上帝的工作，来到动荡

与落后的中国，为中国的早期教会的建立做出的伟大贡献！经历了

血与火的考验，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星星之火！ 

 

他们所面对的，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已不太可能出现。然而人的

惰性也容易让人在优越的条件中沉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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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也许也会在机会出现时传传福音信息，但是传完了，

通常就忘记了，没有代祷、也没有回访，给自己找到一个极好的安

慰是“撒种吧”。东方大姐一次给我的短信中说“代祷是我们应当

付出的代价”，代价的说法击中了我——对于我们这样的平信徒，

我们可以做的也很多，至少我们如果诚恳地记得为一些人代祷，就

是做上帝的工作。 

 

神是希望人合作的，就象舞台上下的配合令演出更难忘，神人

沟通合作下创造出的奇迹更有魅力。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精彩

神迹也告诉我们，神愿意人的合作。人归向上帝，与上帝的和好是

神的愿望，但是需要人的努力与配合。 

 

传道，是人合作的表现——上帝预备不信之人的心，借传道人

的宣讲被猎获回羊圈；代祷也是合作的表现——我们为着特定的灵

魂求上帝，上帝就因这讫求而转变那灵魂的方向；传讲真道可能需

要自己尚不具备的知识装备，而代祷只需记在心中。 

 

传道之传不仅在口头传颂，也在行为影响之传播。无论教科书

怎样回避第一批女子学校、大学是谁发起兴建的，是怎样兴建的，

历史的事实是不容更改的，世俗的社会确实因为这些努力进步了。

唐牧师的传道若只限于他的讲台信息，必无法赢得如此普遍而由衷

的敬重。 

 

世俗世界改变的希望在于普世对上帝的归回与顺服；普世之人

转向的希望在已经归向上帝的基督徒对内的互相鼓励、与对外的渗

透性影响——口头的宣扬、行为的感染、心里的代求。 

 

认识人生的苦难认识人生的苦难认识人生的苦难认识人生的苦难————————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    

世人总是把信仰解释为“心灵的寄托”，因为人生遇到苦难，

或者因为害怕人生会遇到苦难，所以去信个什么，通过这所信的，

求福祉与平安。而那向世人显示出有超然能力的，就可能成为寻找

中的人所信仰的对象，除了那真有大能的真神，假神邪灵也因其所

具有的有限的超自然能力虏获了人们的信靠。换言之，当世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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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上帝，大约下意识里还是觉得从此人生该安稳无困苦了吧，因

为所信的是掌管这世界的独一真神啊！ 

 

然而，苦难并不是世人眼中的坏事。苦难可能是因为上帝教导

子女的鞭子；也可能是上帝有意通过让我们承受的苦难成为对世人

的见证、教育和祝福，也就是我们承受的苦难可能是上帝使用我们

的一种途径。经历过前一种苦难的，也许会在许久以后的一天里认

识到上帝的用意，对上帝感叹“感谢上帝！”，因为自己从中得了

益处；经历后一种苦难的，却需要有很高的灵性，才能在苦难中微

笑“感谢上帝！”，因为自己承受的苦难造就了别人。《暗室之

后》的作者就属于后一种，而且她所承受的苦难并非一般程度的、

也并非短暂时间里的苦难。 

 

“在一个早晨我才醒的时候，感觉房子忽然地围着我旋转，当

时的光好象刀戳我的眼睛，我的身体僵硬得象一个死尸在冷栗的地

方，我不能对人说是怎么一回事，仅能发出呻吟的声音，和手的移

动。李曼女士同仆役们知道了，都小心地看护我，她们在墙的四周

挂上深黑的帘子，使光不能透进来，又用黑带子遮着我的眼睛，我

的旁边总有个女人陪着我，然而我睡在那里，真是生不如死，足足

有十七天不能吃，不能动，八个月不能说话，一年半不能打开眼

睛。” 

 

中西医都断定为无药可医，寿命不过三天。“我躺在床上，病

得要死，连痛都不晓得，然而我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一顶美丽的

冠冕，被举向天堂，我又听到美丽的歌声，我想：‘这是多么隆重

的欢迎啊！’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一个声音说：‘不是，不是欢

迎，是练习而已。’” 

 

“经过了十六年长久的痛苦，后来才查出我的疾病根源，是恶

性疟疾在我的骨头里。试试勉强我吃点东西，因为我呕吐看利害，

大家都为着这缘故担忧。若是我多吃点营养的东西，觉得病又要发

了，并开始痛得厉害，我的头发热好象火一样的烧，用冰袋冰我的

头，一共两年，看护我的人用火酒擦我，为我挥扇，疟疾在我的骨



 30 

头里虽在冬天夜里，也是非常可怕，打开窗户，雪花飞进来，我也

只需薄的衣裳和被盖。当我呕吐得厉害，就不能吃东西，一吃了就

吐，我的嘴痛，我的手发黑，我的指节裂开看得见骨头，慢慢的，

我的神却将我由最深处领上来，使我又活了，也能多吃一点东

西。” 

 

这样漫长而且深重的身体上的痛苦，恐怕让每一个读者为之震

撼。“在疾病或衰弱的时候，黑云或者聚集在我们家的上头，但是

一个芬芳的基督徒特质之影响，从黑云里照出金色的光辉，并带着

长久的祝福，给那些存留在世而专心信靠他的人。”作者举她八嫂

的例子，八嫂的去世虽然是家庭巨大的悲痛，但是神用八嫂的去世

改变了许多人，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了许多美好的事情！同

样，神使用了作者，让多少她身边的人因为看到如此病痛中的如此

平和喜乐，得到深深影响而归向上帝。多少年后，当她的这本自传

出版，去采访、探望她的人依然得到深深鼓舞，无论信的，还是未

信的，都不能拒绝这种感染。上帝以这种奇特的方法使用了她，她

是顺服的，她是合神心意的。 

 

 上帝使用一个人，原来并非通过这个人用口传道，甚至只是为

教会做点体力与时间付出的活计。上帝也可能让一个人遭受无限的

痛苦来使用这个人，而一个能被上帝以这种方式使用的人，必已先

成为合用的器皿。从一个仅仅因信得救的人，到成为上帝合用的器

皿，再到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每一步都蕴含着灵命提升的挑战与

挣扎。 

 

如果上帝让我长期受重度溃疡之苦，是为了磨练我，或者是为

了使用我，我会说什么呢？ 

 

感谢上帝，让圣灵透过这本书说话，让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

中国的基督徒透过这鲜活的故事，了解中国基督教早期一段特殊的

历史、感动这一代年轻的基督徒，认识自己的使命、认识上帝用苦

难对人的建造的深意，求上帝陶造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并且大

大使用我们！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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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 

注解∶ 
在上帝至圣的真道上，建造信仰； 
在基督耶稣的命令里，彼此相爱； 
在真理圣灵的引导下，见证主名！ 

信仰归正信仰归正信仰归正信仰归正、、、、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虔敬虔敬虔敬虔敬、、、、    

主里相爱主里相爱主里相爱主里相爱、、、、    

勇敢见证勇敢见证勇敢见证勇敢见证、、、、    

广传福音广传福音广传福音广传福音 ! ! ! ! 

倚靠上帝的能力、坚守上帝的启示、 

随从圣灵的引导、活出所信的基督、 

高举基督的十架、宣扬福音的大能！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季季季季主日学课程主日学课程主日学课程主日学课程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主日学主日学主日学主日学：：：：十诫十诫十诫十诫 

 

参考书籍参考书籍参考书籍参考书籍：：：： 
Edmund P. Clowney:  How Jesus Transforms the Ten Commandments; G. 
Campbell Morgan:  The Ten Commandments; J. Douma:  The Ten 
Commandments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03/01 十诫 - 简介 楼牧师 

10/01 第一条诫命 -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 楼牧师 

17/01 第二条诫命 -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许希耀 

24/01 第三条诫命 -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邝立东 

31/01 第四条诫命 -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林奕经 

07/02 第五条诫命 - 当孝敬父母 吴晓峰 

14/02 （休息 - 农历新年） - 

21/02 第六条诫命 - 不可杀人 楼牧师 

28/02 第七条诫命 - 不可奸淫 许希耀 

07/03 第八条诫命 - 不可偷盗 邝立东 

14/03 第九条诫命 -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余育馨 

21/03 第十条诫命 - 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 林奕经 

28/03 十诫 - 总论 楼牧师 



 

2010年主题：：：：遵主而行，在主里生根遵主而行，在主里生根遵主而行，在主里生根遵主而行，在主里生根、、、、建造建造建造建造    

 

地址 Address : 315 Outram Road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Singapore 169074 

网址 URL : http://www.reformedsg.org/ 电邮 email:  admin@reformedsg.org 

Pastor-in-charge: Rev. Dr. Lou Jiann-Hua 主理牧师  :     楼建华牧师 (9674 5544) 

Administrator    :  Sister Eva Yee Yik Shing 行政同工  :     余育馨姐妹 (9640 5431) 

 

聚会表聚会表聚会表聚会表 
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   Toddler’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   Choir Pract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400 – 1530 
  

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华语 Mandarin 每周四 Thursdays 1930 – 2100 
  

查经班查经班查经班查经班   Bible Study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读书团契读书团契读书团契读书团契   Reading Fellowship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派发单张派发单张派发单张派发单张   Flyers Distribution 

时间 Time ： 每个月第三主日午餐后 3rd Sunday of each month after lunch 
  

探访探访探访探访 Visitation 

时间 Time ： （另行安排 To be arranged） （请留意报告或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