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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上帝光明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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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指標，特別值得我們留心思考。首先，自認為是重生
得救的信徒，比例從 35%(1991)增高到 40%(2011)。但
是同時，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完美，是創造之
主，仍然掌權」的，卻從 74%下降到 67%；相信「聖
經全然無誤，是一切信仰教訓的依據」的，竟也從
46%降到 38%，下滑 8%。這樣看來，前面所見「自認
為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人數比例增高，是令人可喜的現
象呢？還是隱藏著叫人憂心的危機呢？
我相信這是極大的危機！因為從宗教行為看，美國
社會裡信徒的生活表現愈來愈與信仰脫節，信徒與教會
的關係也是愈來愈疏遠。從信仰內涵的實質看，今天信
徒對上帝的認識更是在走下坡，對聖經的堅定信念更遠
遠不如以前，然而「自認為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比例卻
反而增高。這種現象指出今天許多信徒的「重生得救」
可能只是屬靈的假象。信仰的根基不僅非常脆弱，極可
能許多人根本沒有真正得救，只是「自認為」得救而
已。這真是令人膽戰憂心的事！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調查報告的數據是從
全美國各地區抽樣而得。若以加州而言，這些宗教行為
與信仰內涵的指標恐怕都要折半。因為普遍來說，美國
南部與中西部的信徒比例遠遠超過加州。因此在我們所
居住的谷區，絕對沒有 84%的基督徒，更沒有 65%委
身基督的信徒。
面對今天的信仰挑戰，基督徒不能怠惰，一定要振
奮起來，好好在真道扎根。信仰不能只憑感覺，更不能
道聽途說。美國的社會已經大不如從前，真正信徒的人
數比例是在下滑。我們華人基督徒此時必須深自警惕，
不能同流合污，反要站穩信仰腳步，成為這世代的中流
砥柱。
2012 年，教會主題是：「做上帝光明的兒女」。本
月份，我們特別將之定為「主日學月」，鼓勵每一位信
徒都要檢視自己的屬靈生活，好好在神面前立定心志，
建立參加主日學的習慣。上帝的兒女若不讀聖經，怎能
知道神的旨意？信徒若不知道神的旨意，怎能辨是非、
明善惡？若不能辨是非、明善惡，信徒怎能為主發光？
信徒若不能為主發光，這個世代的黑暗會是何等大呢？

【年度主題經文】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5，16)
【二月份經文】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
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
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何西阿書 6:3)
在元月的講台裡，我曾與大家分享了一份 2011 年
發表的巴納調查報告(Barna Report)，主題是關於過去
二十年(1991~2011)美國社會大眾在宗教信仰上的變
化。事後有弟兄姊妹反應，因為我當時講得較快，短
短幾分鐘內把一大堆數據呈現出來，許多人沒來得及
吸收消化。為此我很抱歉，不是大家跟不上，而是我
不該講得太匆促。尤其是這與信徒很切身的課題，應
該多給大家一些時間，深入了解這個調查報告提供給
我們的重要訊息。讓我利用本月通訊的篇幅與大家再
約略復習這個報告，並補充我進一步的領受。
這份調查的內容有兩部分，一是關於宗教行為，一
是關於信仰內涵。在宗教行為方面，五項基本指標全
都下跌。週間閱讀聖經的比例，從 45%降到 40%。在
教會參與義工服務的比例，從 27%降到 19%。參加成
人主日學的人數，更從 23%下降到 15%，比參加義工
服務的比例還低。主日崇拜的成人出席率，也從 49%
跌到 40%，下滑 9%。最後，20 年來變化比例最大的
宗教行為，是眾人與教會之間的關係。1991 年與教會
關係淡薄，不參加任何聚會的比例是 24%。2011 年增
加到 37%，變化幅度超過 50%，令人警惕！
在信仰內涵方面，20 年來許多指標並沒有起顯著
變化。如，自認是基督徒(84%)，自認是委身基督的
信徒(65%)，自覺信仰在生活中有主導作用(56%)，以
傳福音為己任(25%)。此外，這期間發生變化的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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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學習： 人受教育一般的觀念，學習是為
了去作，有賺錢的本事。 我們學習是為了敬畏，
一切學習為了認識獨一的真神，使我們不離開
神。“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
者、便是聰明。”(箴9:1)所以一切知識，學問，
技術，離開上帝就沒出路。
人人事奉：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
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來12:28)。神使我們有份於衪的國度，衪要求
我們要做的只有兩件事-感恩與事奉。
人人受教：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
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
醒、 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賽50:4)。自己要先是受教的人，然後才能成為
一個教導的人。 俗話說: 人進步最大的阻攔與敵
人就是自以為是，自以為知，自滿。 保羅責備自
滿的哥林多教會“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
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8:2)。
願教會中充滿受教的門徒，和行道的信徒，使教
會興旺起來。
人人教導： 有位可愛的姊妹問我怎麼人人可
以教導，這裹沒有說人人做主日學老師。 聖經
說: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也
就是要教導的意思。 但願我們重視大使命，也不
忽略大使命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要使萬民來作
門從。

2012年 成人主日學月
郭美秀
教會二月份經文，舊約的何西阿書6章3節“我
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
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
雨。”我靈修也讀到何西阿書14章5節“他必如百
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這節經文給
我們看見神的兒女身上有兩種不同而相反的品
質，在地面上的乃是百合花，代表信靠神倚賴神
的純樸生命，是肉眼看得見。 那肉眼看不見，深
藏在地下，用那不可思議的力量支撐那脆弱的小
植物，卻是那香柏樹碩壯的根條。 人所注意的乃
是那正開放美麗脆弱的百合花，但神所關懷的乃
是那深藏在地下的根—好像香柏樹那有力量的
根。 教會的主日學正是扎根聖道，深思真理，和
建造生命的一個好定點。
有位神重用的僕人說：若在帶領兒童的事上
失敗，教會可能二十年後後繼無人，若疏於教導
青年人，教會可能十年內青黃不接，但若忽略了
教導成人，教會立即呈現中空狀態。 成人主日學
實在不容忽視，也是一場艱難的爭戰，一場與撤
旦的爭奪戰。
觀念爭奪戰 - 在成人的心中栽種接受按步就
班教導的信念。
時間爭奪戰 - 每主日至少多花一小時受造
就，並在課前花更多的時間準備，特別是教導的
弟兄姊妹。
主權爭奪戰 - 基督耶穌在成人心中居首位，
衪的教訓是必需順服遵行的。
紀律爭奪戰 - 要求準時出席，準備，操練，
上特定課程，生活上的應用，再再都是挑戰，都
需付代價的。
這些爭戰是絕對需要依靠聖靈的大能，否則無
法投入學習的動機，持續學習的恒心，及應用所
學的決心。 唯願我們都與聖靈同工，靠主復活的
大能在這些爭戰中得勝，完成主所托負“凡我所
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行”的大使命。

聖經有兩節經文常常觸動我的心，以賽亞書30
章15“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
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羅馬書10章21節
“衪說、『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頂嘴的百
姓。』”。 懇求父神使我和 我主裹的眾弟兄姊
妹以及我肉身的家人，不要成為那竟自不肯，被
神整天伸手招呼的悖逆頂嘴的百姓，傷主耶穌的
心。
上個禮拜我們唱一首詩歌 ”成為我異象”。
願主耶穌自己成為我們2012年的異象，成為我們
一生的異象，直到見主的面。
歡迎弟兄姊妹都來上主日學。 牢記主的話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 願
–切榮耀歸與天上的父神。

教會主日學的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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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堅固和完整，更需要有系統有目的的學習，像
海綿吸水一樣的吸納從上天而來的美好。我是在
學習中觸到基督的生命，並且讓這個生命在我的
心中扎根成長，更加豐盛。在學習中，我的靈命
得到真正的成長。

從心得力，譜寫生命新篇章
沈錚
對主日學的認識
主日學是幫助基督徒和慕道友有系統地全面地
認識聖經，認識神的話語的課程，“聖經都是神
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各
樣的善事。”（提後3:15-17)。聖經可以使人瞭
解神的國度、神的公義和慈愛，更可以使人有智
慧，“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
慧和訓誨。”（箴言1：7）；同時聖經也是我們
信徒生活行事為人的準則，所以我們需要清楚知
道，并學習照著去行。

上主日學，要保有學習的熱忱，在學習中時常
被神的話語感動更新，學習用神的眼光看到生
命，肯定生命的價值，當我們的生命和神真正有
了美好的連接時，我們就有了愛的力量，並且以
愛做溝通的橋樑，讓聖靈的光照得更亮。

譜寫新的生命樂章
人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每一份的生命都有它
的寶貴的價值。在主日學學習過程中，神的話語
不斷地提醒我改造我，讓我的信心不斷堅固，也
讓我從神的話語中看到了我的罪，在認罪的同
時，我的生命也在經歷著全新的變化。我的生命
因著耶穌而改變，因著耶穌而譜寫新的生命樂
章。

主日學是以聖經為中心的教育，但不是僅僅增
加聖經知識，而是要透過聖經教導來培育信徒屬
靈生命的成長；同時也讓信徒裝備自己，成為預
備好的器皿供主使用。透過主日學，讓信徒認識
聖經，認識愛我們的主。雖然主日學可以追溯到
舊約時代的先知學校乃至伊甸園，但無論哪個歷
史時期，也無論是何等政權國家，都可以看到它
的共同點，那就是有愛在其中。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
足。”（太5:6），但願我的追求渴慕真義的心能
在主日學中得以飽足，但願我的飢渴慕義可以在
基督耶穌裡得到飽足。

從主日學中得力

【編者按】

聖經是神的話語，這正是聖經的寶貴和奇妙之
處。可以從聖經得著教導、幫助、指引、安慰、
鼓勵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論貧富貴賤，也不
在乎有否擁有學識地位，或是身體強壯與否。世
上沒有一本書有這樣的包容，也沒有任何一本書
能生發這樣的果效！只有聖經這本最奇妙、最寶
貴的書，因為衪是神的話語。只有神的話有這樣
的能力，只要人肯認真地去面對聖經，看重神的
話，細細默想，聖經就可以產生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和教導人學義的作用。

有福的確據
經上應許：“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
想，這人便為有福。”（詩篇1：2）。感謝神，
祂藉主日學為我們提供了生命復興與更新的契
機，願弟兄姐妹們渴慕尋求主的面，就好像“守
夜的等候天亮”一般，就好像農夫渴盼“滋潤田
地的春雨”一般。
所有的復興、所有的改變、所有的勝利都是從
尋求主面開始的。當我們願意尋求主面的時候，
神就會加增我們裏面渴慕祂的心，我們不再由於
外面的花花世界而分心，我們不再事奉神只因功
利的誘餌、而是喜悅神的本質，我們不再期盼在
別人的喝彩中肯定自己的價值，因為我們的心裡

主耶穌說過“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約10:10）。主日學老師本著聖
經所託付的使命和責任以奉獻的心來教導，對於
一個初信的基督徒來說，信仰的根基尚且不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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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 神應許說，若我們親近祂，祂就必定親近
我們。 神是信實的，祂讓我每天早上都可以享受
與他連接、相交的甘甜。
神給我的另外一個提醒是，在團契裡面，看到
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聖經的知識上比我知之甚
多，我因為不願落後于他人，於是就到網站
goodtv，去聽上面的解經、講道，上空中主日
學，為的是要在聖經知識上面不輸人後。 然而神
及時提醒我，道雖然聽了，但是並沒有真正進入
到心裡面，我所聽到的只是暫時停留在腦海中，
聽完之後，行為和聽之前基本上沒有變化，而我
卻享受這種知識上的滿足感，自以為得到飽足，
自以為算得上“屬靈”。 神借著他的話語一再提
醒我，“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
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
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
的面貌如何。惟有詳細查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
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
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雅各書1:22-25）。 這段經文所講的正是我的
景況，實在感謝主，讓我意識到我的生命原來如
此缺乏、如此稚嫩。現在，我仍然求神教導我這
個功課，好叫他的話語真正成為我腳前的燈、路
上的光，讓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成長的甘甜
封陳俊
感謝神，拯救了我這個不配之人，並在我的生
命中，處處顯明祂的恩典、提醒和帶領，主恩的
滋味真是甘甜，屬神的兒女的確有福！
教會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根基與柱石。
我在教會接受浸禮之後，感謝神的恩典，為我預
備了主日學這個裝備的機會。 每個主日清晨，阿
姨早早來接我到教會，所以每週日都可以在崇拜
之前上主日學。 從慕道班、基要真理班、新舊約
概論班、舊約課程班（摩西五經），一路走來，
無一錯過，直到現在，我參加了屬靈律則的學
習。 感謝主，上完主日學，從禮拜一到下一個主
日學的一個禮拜中，每天都有靈修的材料，這樣
就保證每天都有閱讀神話語的時間。 團契、主日
學的弟兄姐妹及教會的屬靈長輩們常常鼓勵我在
靈命上進深，更強調每天靈修的重要性。 然而我
自己，從2009年感恩節受洗到現在，雖然有在閱
讀神的話語上花一些時間，但是後來我越來越意
識到自己讀聖經的目的和動機是為了得到神的祝
福，出發點還是自己，並沒有完全把自己生命的
主權交托給他，讓他掌權作王。 雖然閱讀神的話
語的的確確會帶來祝福的果效，但是這不應該成
為我讀聖經的目的和動機。 我感謝神對我的提醒
與光照，讓我每天早上起床後把時間分別為聖，
藉著讀經禱告來日日朝覲主，單單為要得到神的

的確，“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
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
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希伯來書4:12），神藉著祂的話語在我的生命
中大大動工，願大家也能以此共勉，在神的真道
上紮根建造，同奔天路。
一切榮耀歸於神，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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