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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目標】
做上帝光明的兒女

2012年7月8日

無實際功用，就不是真正的鹽，乃是魚目混珠的
雜質，必被丟棄在外，遭人踐踏。
今 年 我 們 教 會 的 主 題 是「做 上 帝 光 明 的 兒
女」。正確的說，這不是我們選的課題，也不是
我們定的目標。這乃是主耶穌的吩咐，是祂的命
令。我 們 必 須 順 服，必 須 遵 從，沒 有 選 擇 的 餘
地。既 是 如 此，基 督 徒 要 如 何 活 出「光」與
「鹽」的 生 命 呢？「光」與「鹽」要 從 那 裡 來
呢？
感謝主，「光」與「鹽」都是從主而來！
上帝要基督徒發光，照亮四圍－此「光」不是
我們自己的光。否則好像蠟燭發光，最多只能燒
一陣子，很快就必鞠躬盡瘁。上帝給我們的一幅
圖畫，乃是要像古時燃油發光的燈台。不是焚燒
自己如蠟燭，乃是像燈台以橄欖油為燃料，持久
不斷的發光。「橄欖油」預表的就是神聖靈所供
應，源源不絕的能力。我們想要為主發光，就必
須常在主裡，順服聖靈的大能。
上帝要基督徒如鹽一般有味－此「鹽」也不是
我們與生俱來的美好秉性，乃是來自主所賜的新
生命。關於鹽，聖經舊約有很奇妙的記載。在會
幕敬拜禮儀裡，「聖香」是單為獻給上帝的特殊
用品。當神吩咐摩西如何製作「聖香」時，特別
叮嚀裡面要放鹽(出 30:35)。在獻素祭時，也要放
鹽，並強調這是「立約的鹽」(利 2:13)。直到民
數記 18:19 上帝才明示說，這是「鹽約」，有持
久不廢之意。因此「鹽」所代表的是上帝神聖的
信實，永不改變。對基督徒來說，就是我們生活
在世必須堅守的聖經真理。這是基督徒為鹽的本
質！信徒若背棄聖經真理，就成了失味的鹽，人
生毫無意義與價值。
今天，在你我週圍的社會現象裡，你已否覺察
到那些抵擋上帝真理的黑暗勢力？你有否發現與
聖經真理相違的「毒素」正在蔓延？你要如何勇
敢為主發光？你要如何堅守信仰立場，不讓污穢
與敗壞繼續擴大？你要如何在這個暗昧的世代結
出光明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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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經文】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以弗所書 5:8‐9)

時間不饒人，轉眼今年已過了一半。2012 的
下半年將會很熱鬧，因為除了七八月間的倫敦奧
運會之外，十一月又有美國總統大選。這是每四
年一次的大事。今年的選舉更是影響深遠，左右
著美國的未來變化，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
道德、倫理等等，關係都很密切。這些課題，我
們基督徒應不應該關心呢？
絕對應該！主耶穌曾明確的吩咐說：「你們
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
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
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太 5:13
-14) 主的期望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行動，必須
發揮正面的影響力，要如「光」如「鹽」。
「世上的光」－要好像是建造在山上的基督
城堡，遠近皆知，不能隱藏。這樣一座為人囑目
的山上城堡，不是為宣揚自己，乃是要見證基
督，因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
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太 5:16) 既是基督徒，就要凡事彰顯基
督，榮耀主；否則就是得罪主，羞辱基督，反成
福音的絆腳石，非常可怕。
「世上的鹽」－要好像居家生活不可或缺的
食鹽，除了調味，提供人體必要的營養，還有防
腐，並保藏食品等等的作用。鹽若徒有外形，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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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如此一來，又是兩個小時過去了，實在是熬
不住了，只好再跑急診室。哇，週末客滿，還好
尚有虛席。一等又是一個小時。以前從未在大庭
廣眾之下不識大體地東倒西歪，但現在實在是痛
的無力，只好半躺在候診室。門開門關地帶進嗖
嗖的冷風，我又痛又冷，不住地顫抖。終於進入
了急診室，我輕舒了一口氣，雖然又痛又累，但
至少能躺下來，感覺好像舒服了些。診療室也是
人滿為患，輪到我的時候，又有一個小時過去
了。
在等待中，我不住禱告，向天父表白內心所
思：神啊，今日的病痛，無論何由，我不質疑、
不抱怨，若這是你的旨意，誠然接受......。禱
告後，疼痛無減 但心緒卻很平靜。之後，一連串
的檢查 MRI、X-RAY等，並有手術的可能。既來
之、則安之，感謝神賜給我安穩的心來面對，沒
有擔心診斷結果、醫療費用等問題。醫生告知需
住院治療，因胃部嚴重發炎，白血球指數幾乎達
到正常值的三倍，一旦拖延，可能引起敗血症。
就這樣折騰了整個清晨，麗莉很辛苦，隨時在
側。經請求，增加了止痛劑量，讓我也稍事休息
片刻。醒後，感覺那一眠是「不可再奢求的安
逸」。
在這整個過程中，即使在回家的路途上，麗莉
從未聽到我病痛中的呻吟嘶聲或抱怨責怪車速太
慢。在入院的幾天裡，她必須每日回家處理一些
家務，有時不在身側，在點滴時如廁十分不便，
但也未曾抱怨怎麼還不回來助一臂之力。如果任
憑呻吟、抱怨或責怪，於我的病情何益之有? 只
是徒然增加身邊親人心裡的緊張和負擔。神的意
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神已然安排，該來的誰也阻擋不了，並且從神而
來的，就於我們有益。只有完全的順服，才能體
會神的美意，所以，我就完全順服並交托。住院
一日，費用高達萬元以上，如果手術的話，費用
會加倍，所以，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費用全部
自己承擔又如何？無論什麽，都不能叫我們與神
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參
羅8:38下）。
日子還是照樣過，工作還是繼續幹，只是多了
幾位數字的負擔，是壓力，也是動力；是沉重，
也有分擔。主耶穌應許我們說：勞苦擔重擔的，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給你們得安息。所以，靠

【感恩見證】

病痛中的平安
張明賢弟兄
「住院? 怎麼會是他呢？」這是妻子麗莉在我
出院之日於電話上回答岳母大人的反問。是的，
無疾無恙，一向就是我的標記，連我自己也奇
怪，疾病居然「光顧」了我，可是已然發生了，
又如何？神讓萬事互相效力，讓愛神的人得益
處。
回想年初之時，公司發佈去年的總業績，我名
列前茅，而且全年從未因病請假，自豪之意油然
而生，心想今年也當如此，毫無疑問。次日週六
也一如往常地去上班，並無異樣。但到了下午三
點半左右，腹部開始莫名其妙地膨風，有點不舒
服，我仍不以為意，繼續日常的工作，以為稍作
頓息就可恢復。繼而不斷的脹痛，我默默地走到
停車場，在車裡躺下來休息。半小時、一小時過
去了，疼痛不但未有消退的跡象，反而變本加
厲，愈發嚴重。於是，我在電話上告知經理實
情。
我被送到附近的醫院急診室。在候診時，疼痛
讓我坐立難安、口乾舌燥。還好，約十分鐘就進
入診療室。此時，麗莉也趕到醫院。醫生馬上診
治，沒有紮針，直接給了兩粒藥片及一杯胃乳
液，約十來分鐘，疼痛消失了，我告訴醫生沒事
了，醫生也就放行了。臨走時，醫生再三囑咐，
若再有疼痛，仍需就醫。我回到公司，本打算繼
續上班，經理執意讓我回家休息，明日再來。原
想自己開車回去，但在麗莉的堅持下，不習慣地
當了乘客。
車子剛剛開上高速公路，脹痛又捲土重來。我
只好閉目養神，嘗試心平氣和地面對，但如刀割
似的疼痛實在無法忍耐，哪能靜坐養神呀。我在
車上坐臥難安、轉輾側腹，心口痛得似乎要爆
裂，不時睜開眼睛看看車行何處，怎麼還沒到
家。在急盼歸家休息的心境下，車速就是再快，
也好像慢如蟻行。那半個多小時的路程如此漫
長，分秒難捱。我告訴麗莉，可能是因為未進食
之故，所以才痛如刀割。到家後，麗莉馬上準備
飯食，之後又急忙出去買藥。飯食難咽、藥石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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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神加給我的力量和信心，我沒有驚擾親友，平
靜地渡過那幾天的日子。出院之後，我也沒有藉
詞在家養病而不上班。兩天之後，帶著消瘦的病
容（3日輕了15磅）回到公司上班。時已月中，因
病耽擱，我的業績墊底。感謝神，及至月底，業
績回到原來的位階，保險公司也承擔了大部份的
醫療費用。到現在，這一切竟然像是「船過水無
痕」般地在我身上掠過。神安置患難、神也預備
恩典，神使我經歷急難，神更帶領我淌過苦楚。

2012年7月8日

道人的講章， 我很驚訝地瞭解到「謙卑」不是一
種美德,而是心靈處在卑賤的狀態,因為當時「謙
卑」不是一種美德, 而是指奴隸改不了奴性的一
種狀態。所以再回去讀保羅這段話的時候，「服
事主，凡事謙卑」,便可以理解為「凡事自以為謙
卑來服事主」或是「凡事奴性堅強地來服事
主」。因此，我們才可以真正瞭解到保羅那種從
心發出,理所當然的,非常強烈的,徹徹底底的態
度；身為僕人，為了保護主人，即使犧牲了性
命，也在所不惜，這是完全擺上的服事。求主憐
憫，相較而論， 我真是虧欠太大。
最近，我正在讀舊約的《以斯拉記》。以前讀
第二章關於被擄的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回耶路撒冷
時,裏面記載有關各宗族子孫歸回的人數時,總是
草草略過,或者讀一遍便翻至下一章了，這次藉著
弟兄的提醒,才發覺原來在第二章中從40--42節裏
利未人的人數共有341人，在58節中尼提寧(殿役)
和所羅門的僕人後裔共有392人. 他們卻要服事
42,360個歸回的猶太人（2:46) ，過逾越節(6:19
-22)他們要為150倍以上的人準備逾越節的羔羊,
他們沒有名字 、功績,卻是只有潔淨自己,無言無
悔、謙卑地工作.
新約聖經中，耶穌為門徒洗腳的事記載在約翰
福音13:1-17節，耶穌不但為門徒洗腳(誠如在馬
太20:28記載的,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也要門徒彼此洗腳。緊接
著，在約翰福音 13:34中又說：「我賜給你們一
條新命令,乃是叫你門彼此相愛...」。但是，我
們若沒有謙卑的心,如何彼此洗腳,如何彼此相愛
呢？
我們在教會中各個部門的搭配服事也是如此,
我們如果無法謙卑自己，又怎能一起同工呢? 我
誠心感謝主一路帶領，讓我在教會各項服事中,從
心中帶著為難的服事,到選擇性的服事,慢慢地到
現在可以喜樂的服事，在服事的路徑中處處充滿
主的恩典與扶持。不是說我已經達到了主的要
求，應該說主一點一點地打磨我這個卑微的器
皿。從服事中背地裡私底下的抱怨惱怒某些人(熟
不知這也是犯罪,參加拉太5:20)，慢慢地到現在
可以多體諒弟兄姊妹，服事與生命漸漸地被主更
新與改變。
讀經、禱告、服事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幾個部份，現在教會的服事正是將來國度生活的

一切榮耀歸於神！

【事工瞭望】
教會總務組的事工涉及清潔、廚房、桌椅預備
等等，事無巨細、紛亂繁雜，當我們在窗明幾
淨、桌椅齊整的教會敬拜時，當我們飽享愛筵、
同沐主恩的時候，讓我們舉手感謝神，也感念總
務組同工們的盡心服事。作為總務組理事同工，
柯志儒弟兄以自己服事的心路歷程，向我們展現
了神如何給人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在福音書中，主耶穌教導我們：主在哪裡，服
事的人也應在那裡，服事主的人，天上的父神也
必尊重他。現今，總務的事工仍然需要同工，你
願意參與嗎？親愛的弟兄姐妹們，讓我們以服事
神為恩典、為榮耀，以服事人為喜樂、為滿足。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服事的機會，是為要叫我們因
著服事而蒙恩、因著服事而更新、因著服事而得
福。

服事主 ,凡事謙卑
柯志儒弟兄
「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
的謀害，經歷試煉。」 （ 使徒行傳 20:19)
這一小段話是記載於使徒行傳二十章19節中,
當保羅定意前往耶路撒冷前，在米利都停留時特
意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對他門勸勉
話中的一小段。 (參使20:17-36)
以前讀到這段話的時候,對「謙卑」一詞所領
受到的,僅僅是覺得等同於「謙虛」的層面罷了。
感謝主,為了寫這篇文章,讓我再次參考了一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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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與預備。從服事中，我才發覺，原來我可以
有很多聖經知識,但要我做的時候,我卻做不出見
證。我鼓勵、邀請弟兄姐妹參與服事,我卻忘了自
己仍站在一旁；或在服事中因意見不合就心灰意
冷。求神再次寬恕我,也求神讓我們一起服事的弟
兄姊妹明白,我們都是在基督裡連在一體,讓聖靈
更新我們,潔淨我們，讓我們在服事的時候靠著聖
靈的帶領凡事謙卑；同時也不要忘記，當我們在
使用乾淨的敬拜環境時,背後是有許多弟兄姐妹忠
心的擺上。讓我們說聲謝謝你們,一切榮耀都歸給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2012年7月8日

願你帶領我們這群蒙你宣召的人，讓我們能同心
合意於你的旨意，相互關愛，一同奔走天路。
親愛的主，愛我的父啊，孩子不敢忘記，你被
交給人，是為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稱義。
孩子不敢忘記，我已經與你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兒子——你而活。你因
愛我，為我捨己。親愛的主，愛我的父啊，幫助
孩子活在你這樣的恩典中，永不忘記，並知道在
這樣的恩典中當如何活。阿們！
親愛的父神，我們感謝你、讚美你，你差遣主
耶穌來到這世界，尋找我們，拯救我們，代我們
受死，完成救恩。耶穌基督的愛心也為我們立下
了美好的榜樣，並特別賜給我們這條新命令，叫
我們也要彼此相愛。主啊，你是這樣的愛我們，
尤其是在紀念你受難的時候，我們更要思想你的
愛。主啊。我們以往的虧欠，求你饒恕，更求主
幫助我們，從今以後，要認真思想從你所領受的
真理，深深存在心裡，也要靠著聖靈的能力，讓
你的話成為我們生活的力量，讓我們像主耶穌愛
門徒那樣彼此相愛，使你的教會大大地興旺，使
更多的人被吸引，歸向我們的主。求主垂聽我們
的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阿們！

受難節之夜，教會眾弟兄姐妹一同思想
主耶穌對我們的心意、命令與應許，並紀
念祂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當晚，弟兄姐
妹們以禱告為祭獻給主耶穌，我們摘錄些
許片段，在《溪邊的樹》上分期刊登，分
享與共，願大家被神的愛所激勵：
「十架為我榮耀」,每當唱這首歌的時候，心
裡總會想耶穌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現在
我們並不以十字架為恥，而是感到榮耀，心中充
滿感恩，也為耶穌感到心痛。所以，作為父神的
子民，我們謹記這個時刻，我們的主已經戰勝了
罪和死。在地上，我們不要懼怕，只要一直靠著
主，我們也必戰勝地上、世界的王，求主賜給我
們力量......

主啊，請你幫助我，讓我脫離罪的捆綁。主
啊，你的寶血何等寶貴，這世界上沒有人比你更
愛我們。主啊，求聖靈幫助我，提醒我做你的好
兒女，可以活出你的樣式，成為世人的榜樣。主
啊，感謝您的大愛，讓我能真正領受到來自天堂
的愛，願這樣的愛能傳播給更多的中國人。主
啊，求你垂聽我的祈求和忠心的禱告。主啊，求
你幫助我們脫離苦痛和憂愁，滿有喜樂、平安的
生活。阿們！

主啊，你愛我們直到永遠。主啊，願你掌管我
的心，潔淨我的口，看顧我的腳步，願你能在我
的家中做主掌權，願我能有更多的愛心來為你作
工，願人能說：「他真是基督的僕人」。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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