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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日常的慣用語。若說到華人裡以「平」以「安」
為名的人，或以「平」以「安」命名的城市、鄉鎮、地
點、街道，如古都「西安、北平」，又如「天安門、長
安街」等，那就更不勝枚舉了。西方古典文化思維最崇
高的理想，是完美和諧的「烏托邦(utopia)」社會…；
中國人自古渴望追求的理想目標更高，乃是天下為公、
講信修睦的「大同世界」。這些等等，都是古今世人普
遍追尋「平安(和平)」的最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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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經文】

然而，聖經對「平安(和平)」到底怎麼說呢？上帝
愛世人，祂如何為世人預備通往真正「平安(和平)」的
道路？當基督徒作見證，說我們心裡因信主耶穌而有平
安與喜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上帝賜給世人的「平
安」，為何需要透過耶穌基督？在基督耶穌之外，有平
安嗎？神子耶穌降世人間，滿有慈悲憐憫，並且一生謙
謙和和，樹立了完美的好榜樣，無懈可擊。若人們能夠
照著去行，豈不就帶來和睦的社會與和諧的人生？為何
耶穌基督還要上十字架，為世人而死，並且復活？自古
有許多人覺得耶穌的十架只是為了要感動人心，叫人看
見耶穌不抗爭、不還手的和平之愛，並激勵信徒也要如
此犧牲奉獻。這樣的思想正確嗎？如此說法合乎聖經真
理嗎？若你已是基督徒，你會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呢？使
徒彼得提醒信徒，「…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
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 3:15)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馬太福音 5:9)
這一季，從七月到九月，我們的主題是「發揚和
平真光」。對基督徒來說，必須要明白且有清楚的信
念，上帝所賜的福音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就是「平
安(和平) Peace」。這項真理與「基督的大愛」不相
上下，是福音的核心，是神子基督為世人帶來最可貴
的禮物。
當基督耶穌降生時，天使天軍在耀眼的榮光中讚
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
祂所喜悅的人。」(路 2:14) 大衛王受聖靈感動，在詩
篇裡說：「耶和華必賜力量給祂的百姓；耶和華必賜
平安的福給祂的百姓。」(詩 29:11) 以賽亞先知也蒙
神啟示，歡欣雀躍的宣告說：「那報佳音，傳平安，
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
的腳登山何等佳美！」(賽 52:7) 在勸勉信徒要穿戴神
所賜的軍裝時，使徒保羅特別強調：「…又用平安的
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 6:15) 因為基
督耶穌在十架捨身，親自為我們成就了「和睦」，叫
世人得「與神和好」，「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
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弗 2:14-17) 說到主
耶穌的福音，不可或缺的記號，以及聖靈所結的果
子，在仁愛喜樂之後，緊接著就是「和平(平安)」。
這是上帝為世人預備的大好禮物，也是人類夢寐以求
的祝福。

這個世界需要和平，社會需要安定，每個家園也需
要和睦，人人更需要平安！今天，上帝已在基督裡賜下
無比的平安！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
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
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 14:27) 然而，主耶穌在
登山寶訓也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
為神的兒子。」主耶穌所賜的平安，與世人所想像的平
安到底有何不同？如此平安，又如何能成為「使人和
睦」的力量？(請留意主日信息的聖經教導)
你若已是基督徒，就是神的兒女，你要如何為主發
揚和平真光呢？若你尚未成為基督徒，何以仍猶豫不
決，徘徊在上帝的門外？祂已為你預備了平安的禮物，
並要轉化你的生命，成為「使人和睦」的和平之子。請
把握機會，趕緊進來！

「平安(和平)」可說是世人最普遍的願望！從古
到今，猶太人見面的招呼語：「shalom」，就是平
安。中國人也不例外：「早安、午安、晚安」，一向

主

1

內

許牧師 謹上

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溪邊的樹」

2012年9月9日

督是救主，不是教主，不是信教，乃是得生命。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對福音的再思：
A、福音是神的愛，我們傳福音乃是傳神的愛顯明
在主耶

李麗莉姐妹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
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
一樣．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
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弗2：3-5）

穌救恩之十字架，惟有神如此拯救的愛激勵了我
們，所以我們傳；
B、傳福音是經歷神的同在與大能，傳福音使我
們學習順
服聖靈的帶領和引導，體會神的信實，漸漸明白
真理，而能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讓我們的生命更豐
盛。因主耶穌說：我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
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弗2：13）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
歸為一體、與 神和好了．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
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
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這樣、你們不再
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裡的人了．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
為房角石。（弗2：16-20）

二、傳福音策略之一 ： 禱告
列舉七個禱告預備的心：信心，連結的心，忠
心，愛心，盼望的心，願意的心，獻上的心。
信心與連結的心（與主生命的關係）
曉得禱告的對象：我們所敬拜的 神，所交託的
主，與我們生命之源的關係。

從以弗所書第二章得知，我們經由神憐憫的愛 →
主基督的血 → 十字架的道理 → 神復活的大能 →
進入與神和好的恩典中→ 為一個聖靈所感→屬神家裡
的人（基督徒）。

1、信心：神以祂的信實→拯救→得生命
A、順服為信心之始（神呼召亞伯拉罕出本鄉本
族，亞伯拉罕就順服神，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
算為他的義。』）

通常，稱與主有關係的人為蒙召者、屬主的、跟
隨主、信徒、門徒、聖徒、基督徒、領受救恩
的......；稱那尚未信主的人為世人、今世之子、屬
世界、外人......

B、信心的對像是神以祂自己的信實，啟示顯明
祂自己（是自有永有的）
羅馬書1：17：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
來，這義本於信、以致於信，‥「義人必因信得
生」。

一、基督徒與福音
1、為何要傳福音？

希伯來書11章：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
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
的人。

（是神所命定）：【神的拯救】、【神的心
意】、【天父旨意】
2、誰需要傳福音？

C、信心乃為神所賜。

（基督徒的責任）：【主吩咐的大使命】、【基
督徒的本份】、【合神心意】

◆ 反思：信靠主＆試探主
信靠主＆自信心

（基督徒的義務）：【見證福音】，神叫他從死
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在天下人間、沒有
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信心＆迷信
2、連結的心： 因著主耶穌基督→被拯救→交託

（參徒4：10-11）

主

【福音遍傳】，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
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1：16）
【與主同工】、【主賜能力】、【福音大能】，
見證神的大能。

A、主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死而復
活，賜下新的生命給凡信祂名的人，主耶穌是我們生
命之主；因著基督耶穌與 神和好， 所 以我們作 基
督 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
求你們與神和好。

◆對福音的認識：福音不是商品，傳福音不是在
推銷產品，也不是一套公式；不是討功勞。主耶穌基

B、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
父因兒子得榮耀。

3、福音與基督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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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堅信）

C、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
也常在他裡面、這人 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林前8：6）

◆反思：今生＆永生

◆反思：自我掌控＆基督居首

膽怯＆剛強

頑梗〔驕傲〕＆順服

小信＆堅信

我的哲理＆ 神的道路

6、願意的心： 學主耶穌，心裡柔和謙卑→合乎主
用→儆醒、仰望

忠心與關心（生命與生活的關係）

A、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
成就他的美意。（親近主）

曉得禱告的心態：如何尊主為大，彰顯生命，基督
國度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3、忠心：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義的奴僕→歸屬主

B、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主成全）

A、（與人或自己的關係）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 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
釋放。誠實面對自己，忠心活在主前，沒 有假冒。

C、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
並不是照他所無的。（聽從主）

B、（與 神的關係）背十字架跟隨主，走在 神
的道上，分別為聖。

D、 因 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
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合乎主用）

C、（對事）看重神的路,調整生活重心,人生價
值有別於世俗,因我們屬主

◆反思：聽從主＆主聽我

◆ 反思：世俗＆分別為聖,

親近＆遠離

如何安排生活之優先次序

成全＆虧欠

依然故我＆跟隨主

感恩的生命（豐盛的生命）

4 、愛心 ： 神的愛激勵了我們→與人同得福音的
好處→為主而活

曉得禱告的祭壇：當以感謝為活祭獻上；是 神先
愛我們，因信在恩典中，在基督裡，為一整體的生
命。

A、在約翰福音17章，主耶穌為我們祈求，是 神
的愛給了我們，以致我們 靠著愛我們的主。

7、 獻上的心： 我們是與主同工→經歷 神的作為
→敬畏、感恩

B、愛那不可愛的→以善勝惡（包容、饒恕‥‥）

A、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份。

C、愛神所愛→體會神的心，為萬人代求，不願一
人沉淪（以基督的心為心），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
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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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愛遵行主道→渴慕 神的道路，活出基督樣

C、凡為福音，將會經歷與主同工的喜樂，因 神
揀選我們，成為祂手中的工，叫我們預備行各樣善
事，就是 神預備叫我們行的，因 神愛我們，使我們
參與而能與主同行，我們生命也因此得被造就與更
新，就當感恩。

式。
◆ 反思：以惡報惡＆以善勝惡
體會 神的愛＝為人代求
身體力行＆說教
盼望的心與願意的心（永生與得勝的生命）

◆反思：環境＆異象

曉得禱告的權能與應許：經歷並順服聖靈的引導，
學習仰望主耶穌而有得勝的生命。

搭配事奉，在基督裡的合一

5 、盼望的心：得著有主的平安→聖靈的同在→權
柄、榮耀、國度

三、 再思「主禱文」

A、我們的盼望在耶和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
榮耀的盼望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
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
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
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

1、主耶穌教導我們的「主禱文」

B、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剛強）
C、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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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教會(基督的身體)的事務。教會是基督的新婦，
「基督」就是向天父獻上完美的「敬拜」，所以理當
把宣告基督恩德恩行的頌揚——就是教會所行的救
贖，在教會內履行。教會要宣講、背誦、數算、活化
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大功。

直到永遠、阿們！（太6：9-13）
2、思想與互勉
將神的國、 神的名、 神的旨意常存在我們心
中，將 神的話語、教導實踐在生活中；將在主基督
裡因著聖靈的祈求，使我們時常彼此的代禱、彼此的
扶持、鼓勵，而剛強壯膽，靠主有力量，一起向著主
的標竿前行；使得不僅我們個人、家庭得復興，更復
興屬靈的家（教會），身處的環境（社區或工作
地）； 因我們是要在這世上做光做鹽。

再者，崇拜是屬靈的。這就是說，崇拜是靠聖靈
的能力才產生的。在聖靈的能力和帶領下，福音真理
的內容再次重演于崇拜的群體中。信徒的崇拜是宣揚
和表彰救贖事蹟中偉大的主題，透過這些主題賦予這
世上一切的意義，及我們生命的意義。從某角度看，
崇拜是一句展現救恩事實的神聖劇，參與者在崇拜過
程中，展現了實存的意義，實存中的轉捩點——就是
基督的死與復活，以致拯救了我們。

當我們願意背起十字架跟隨主，表明所信的道，
將會經歷主而得的生命，於每日的生活中見證有主同
在的平安喜樂；那世上的人將渴慕這福音，都因 神
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神是聖潔公義的，
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當如此。

崇拜裡沒有信仰的表白、沒有謙卑順服，根本就
不是崇拜。只有毫無保留地相信基督已為我們完成救
贖，在崇拜中我們願意讓基督代替我們到天父面前，
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在耶穌基督裡，把崇拜獻給天
父。因此，基督不單是把祂在各各他山上完成的救贖
呈獻在天父面前，同時也把祂用重價買來的教會(就
是祂的身體)，呈獻給天父，榮耀天父。

注：本文節選自8月聯合主日學第一講【禱告篇】

【事工瞭望】
認識崇拜
崇拜是信徒與上帝相會，因著上帝的本性和祂的
作為，我們歌頌祂、尊祂為大、歸榮耀給祂。

崇拜也包括了每個信徒把自己的生命，藉著耶穌
基督，完全獻給天父。崇拜不單用上嘴唇，更包括了
我們的生命。因此，我們向上帝的敬拜，也包含著另
一面的表達方式，就是承擔我們向世人的職事。教會
宣揚基督的時候，就成為基督的表徵；教會奉耶穌基
督的名服事人群的時候，也是一種表徵，叫世人看見
基督。

崇拜在耶穌基督裡完成，藉著祂代贖的功勞，天
父永受讚美。
因此，崇拜須以基督為中心。基督完成救贖之
工，成為對天父最完美的敬拜，因此，惟有在耶穌基
督裡和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才能獻上敬拜事奉。天父
賜下祂的愛子降世為人，完成救贖之恩，我們當感謝
讚美天父。

最後要說明，崇拜的焦點是超越現今世界，崇拜
的焦點是朝向基督的再臨，這是上帝子民末世的盼
望。感恩禮是盼望基督再臨的表徵記號，象徵這世界
和其上的終結，新天新地的來臨。因此之故，真正的
敬拜能滿足敬拜者心靈裡「存在」的需要，是支取能
力的泉源，叫我們有信心與勇毅活在這敗壞邪惡的世
代和社會制度中。

在信徒的敬拜中，基督還擔當另一職事。基督不
單是使人與上帝和好的中保，更是賜恩惠與憐憫的中
保，使從上帝而來的福分臨到我們(弗一13-14；彼前
一3)。
因此，在崇拜中，基督主要的職事是在上帝與人
之間作中保。祂把信徒的敬拜獻予天父，並把從天父
而來的救恩、憐憫和一切恩惠賜給敬拜天父的人。

（本文節選自韋柏博士的《崇拜：認古識今》，由崇
拜組供稿，本刊略作編輯）

崇拜是教會性的。換言之，敬拜是教會所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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