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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land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地址：2578 MacArthur Blvd. 
Oakland, CA 94602 
電話/傳真：(510)530-3936 
網址：http://www.occchome.org 
本會牧師：陳榮熙牧師 
 
本會聚會時間，歡迎參加！ 

主日崇拜 每主日早上 10 時 30 分 

少年崇拜 每主日早上 10 時 30 分 

兒童主日學 每主日早上 10 時 30 分 

成人主日學 每主日早上 9 時 30 分 

祈禱會 逢二、四主日早上 10 時 

以馬內利團契 每週五晚上 8 時 

伯大尼團契 逢第四主日下午 1 時 

 
※   本會備有托兒服務    ※ 

 

 
 
 
 
 
 
 
 
 
 
 
 
 
 

 
 
 
 
 
教會動態(第四季) 
 
01 月份各項聚會 
01/04  立志培靈主日 

01/25  廿七週年紀念 
 
02 月份各項聚會 
02/01 農曆新年  
02/15 音樂主日 

02/22 特別講座 1:00pm (報稅) 
 
03 月份各項聚會 
03/08 婦女主日 
 
 
 
*歡迎各位弟兄姊妹參加以上各項聚會，並帶

親朋好友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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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根基是遵主的話去行 太七 24-27        

陳榮熙牧師 

 

 耶穌的登山寶訓是所有信徒在世生活時的最高

準則,無論對己、待人、敬神都顯出美好的規範.到太

七 24-27 已是整篇教導的尾聲. 
 耶穌用「所以」這個詞帶出講論的終結: 

「凡聽見我這話就去行的」這是主耶穌給我們的

命令,讓我們重溫耶穌所說過的話: 
一.    太五的教導: 

1. 由信徒本身的心靈更新改變做起,才能

得賜福的 神所賜的福; 
2. 信徒須要明白自己的本質是光是鹽,是

心靈更新改變後帶來的自然表現,無須

做作假裝,例如芳香的花朵,香氣是自發

的; 
3. 要遵守律法上的倫理法則,更使之發揚

光大; 
a. 如動怒等於殺人; 
b. 先與人和睦才可獻祭; 
c. 動淫念就等同犯姦淫; 
d. 務要時刻儆醒自己,切勿鬆懈; 
e. 對婚姻要重視當初的承諾,不要隨

便離婚 l 
f. 勿胡亂發誓; 
g. 不要與惡人作對,要表現犧牲、恆

久、忍耐、寬恕、和奉獻的愛去感

化惡人,(左臉,右臉,裏衣,外衣;一里,
兩里); 

h. 不要單愛我們的隣舍和愛我們的人,
更當愛我們的仇敵和不愛我們的

人, 
i. 要效學天父的完全. 

二. 太六的教導: 
1. 行善和施捨要暗中作,不要大吹大擂; 
2. 向神禱告的正確態度,要進入密室,不要

在人前進行,討人讚賞. 

3. 主耶穌教我們怎樣禱告; 
4. 要饒恕人,因天父也饒恕我們的過犯; 
5. 信徒禁食的正確表現是不露形色; 
6. 不要積儹錢財在地上,要慷慨奉獻,積財

於天,幫助有需要的人; 
7. 要將眼目定睛於主,使自己有光明的人

生;勿專注於錢財使自己陷入黑暗裏; 
8. 不要一手拉著 神,另一手拉著錢財,你

的永生將一無所有; 
9. 不要憂慮吃渴穿著,要先求神的國和神

的義,神定然賞賜我們所需用的; 
10. 不要為明天憂慮,一天難處一天當就夠

了. 
三. 太七的教導: 

1. 不可批評論斷人,先要好好檢討自己的

不是; 
2. 要善用智慧,對屢勸不聽的人,只好將他

們交託 神,免得他們認為向他們找碴; 
3. 要誠懇向神祈求、尋找、扣門,神定會

按祂的旨意和時間成全; 
4. 人際關係的金科玉律:你要人怎樣待你,

你要怎樣待人; 
5. 信徒要進窄門,走小路,才能得著永生; 
6. 要防備假先知---異端; 
7. 勿奉主的名去行自己的事. 

以上是耶穌向信徒說過的話,更勉勵我們要切

實履行,聽道固然重要但行道更加重要(雅一 22-25),
聖經不是多處教導我們「行為要與蒙召的恩相稱」

嗎?知易行難,我們能依從和切實去行的,有多少?求

神憐憫和加力. 
 「好比一個聰明人」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聰明

人,請看箴言九 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識

至聖者便是聰明.真智慧、真聰明是始於敬畏 神和

認識 神,出於人自己的只是假聰明、自以為是的聰

明而已. 
「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房子可喻為信仰,因我

們是神建造的房屋(林前三 9),信徒要將信心和仰賴

牢固在這永生的磐石上,詩篇中常用磐石來指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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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永不改變的 神. 
每個人的建造各有不同,聰明的用金、銀、寶石

建造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而無知的卻用草、木、禾

楷把房屋建造在自我的沙土上.猶如在地震頻密的

地區台灣台北市的地標 101 高樓,不怕地震強度,屹
立不倒,因為建造前計算好建築力學的結構,地樁深

入地下堅實地層,所以能抗拒強震,不像 5/21/08 的中

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屋子結構鬆散,地基膚淺,一經地

震搖晃,就全部倒塌. 
「雨淋、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不倒塌;

因為根基立在磐石上.」 
「雨淋、水沖、風吹」是指每一個信徒必然要面

對的情形: 

1. 日常所面對的: 

a. 撒但的誘惑---這咆哮的獅子遍地遊行,尋

找可吞吃的人;甚至 神在那裡牠也在那

裏; 

b. 世界的吸引---目迷五色,耳聽八音,偶像文

化,崇尚品牌; 

c. 老我的作祟---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今

生的驕傲.(約壹二 16). 

     以上的遭遇,信徒難免,但信仰若建基於主的磐

石上,穩妥堅固,則決不動搖. 

   2. 將來必然面對的最後的審判 

     白色大寶座審判時,面對恩主,那些能遵主的話

去行的,名字必記錄於生命冊內,免於 

審判而得永生. 

「凡聽見我這話不去行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

子蓋在沙土上.雨淋、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

就倒塌了,並且倒塌得很大.」 
那些無知的人所建造的工程,只是建造在自我的 

沙土上,因為不遵從主的話去行,結果是完全崩漬,蕩

然無存. 

求主幫助,使我們能遵主的話去行,切勿作個只聽 

道而不行道的有名無實的基督徒.阿們! 

 
------------------------------------------------------ 

 

你們以為我來是叫地上太平麼？ 

(路 12:51) 

李景明弟兄 

 

主耶穌說，你們以為我來是叫地上太平麼？我

告訴你們，不是，乃是叫人分爭。從今以後，一家

五個人將要分爭。三個人和兩個人相爭，兩個人和

三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

母親和女兒相爭，女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

爭，媳婦和婆婆相爭。以上這段經文，不但載於路

加福音，馬太福音 10 章 34-36 節也有同樣的記載。

不過，其中兩者用詞略有不同。路加書中是說｢相

爭｣。馬太書中將｢相爭｣說成是｢生疏｣。意思是一

樣，不過說法不同。英文本聖經中將兩種說法統稱

｢對立｣(Against) 。 

當我們讀完這段聖經時，不覺心中有些疑問。

耶穌不是那和平的君嗎？我們心中的耶穌不是又

恩慈又良善又美好嗎？那祂怎麼會成了叫人相爭

的暴君？ 

另方面，從祂開始傳講天國的福音直到祂離世

升天，沒有一句話是叫人相爭，都是勸人和睦相

處，教人要孝敬父母、愛人如己，要彼此相愛等。 

那麼、我們今天就是要探討明白其中的意思。 

要知道，耶穌在世的時候，祂最重要的任務是替罪

羔羊。是要將上帝的愛，上帝的仁慈、信實、公義、

權能表明出來。叫凡信祂的不至滅亡，反得永生。 

可以說，祂所受的命令祇限於救恩方面。祂在世所

作所行，所言所喻，都是以信以愛為前提。凡來求

祂的沒有空手而回的，不但病痛得到醫治，心靈上

罪得赦免的喜樂是難以形容的。 

當祂從死裡復活之後，祂向門徒宣告說，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了。這權柄中也就包括了

叫人分爭。叫人動刀兵。 

在舊約時代，人犯罪作惡、惹動上帝的憤怒，

上帝降災禍給人，那是直接的。例如洪水滅世、火

燒所多瑪，蛾摩拉二城，以及出埃及記中降十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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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地等。這是舊約時代的事。新約時代是恩典時

代，所有拯救、赦罪、懲罰的權柄都交給主耶穌了。

耶穌基督怎樣懲罰這個滿了罪污的世人呢？ 

祂是以愛，以祂的寶血來平息上帝的憤怒。(弗

2:13)你們從前遠離上帝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

裡，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了。因祂使我們和睦，

將兩下合而為一，拆毀了中間隔斷的牆。 

這段經文是指著信耶穌的人說的。又約翰福音

3:16，信子的人有永生。不信子的得不著永生，上

帝的震怒常在他身上。之所謂上帝的震怒，并非指

著某種刑罰、某種災難要臨到某人身上。而是說他

因遠離上帝，走自己喜歡走的路，做上帝所看為惡

的事。他是在黑暗中摸索，他的人生沒有方向，主

耶穌所說的道路、真理、生命雖近在咫尺，與他卻

是隔斷的牆。他是活在罪中，被撒但所捆綁，作了

罪的奴僕。 

當馬利亞受了聖靈的感動，尚未生下救主耶穌

之前，她說了一些預言，是關乎耶穌得到權柄之後

所要作的一切事。(路 1:49-54)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

了大事，祂的名為聖，祂憐憫敬畏祂的人，直到世

世代代。祂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裡妄

想，就被祂趕散了。祂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

升高，叫饑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祂

扶助了祂僕人以色列。又(路 4:18)主耶穌的宣告:主

的靈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

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擄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見，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從這兩段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祂對於那些

狂傲的人，與上帝作對。背道而弛的人，并沒有預

定要降刑罰在他們身上。祂只是高舉了那些被擄

的、饑餓的、瞎眼的、受壓制的人。約翰福音三章

17 節，因為上帝差祂的兒子降世，不是要定世人的

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那是貧富相爭的結果。主

耶穌幫助了那貧窮的、受壓制的。 

美國的獨立運動、1775 年、以及 1863 年的國內

南北戰爭，(為釋放黑奴)站在正義方面的美軍，均

先後獲得勝利。其他如 1789 年法國大革命，1915

年中國國民黨推翻滿清專制政體，成立了民有、民

治、民享的共和體制。這些除舊翻新的運動，其動

力來自真理的聖靈，也就是約翰福音八章 12 節所

說:｢耶穌又對眾人說，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就不在黑暗裡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1517 年德人馬丁路德，在羅馬教皇的統制之

下，在修道院受教。那時的他，好像是在黑暗裡，

他對真理的認知還未達到悟徹的地方。那他可說是

被擄的、瞎眼的。教皇公開售賣贖罪劵，頒布許多

規條叫人遵守。他只有默默的服從。但他自從接受

聖靈的光照與感動，他的勇氣與堅強的信念就拼發

了。他不顧將來教皇如何責難他，毅然挺身而出，

揭發教皇的弊端，將真理顯明。上帝悅納了他的獻

上，不但保佑他身心平安，并扶植了他所創立的改

革宗教，即今日的基督教會。馬丁路德與教皇對立

(相爭) ，基督教與天主教對立，這是因著聖靈光

照的緣故。 

如今的世界，在聖靈光照之下，不住的翻新，

一代比一代進步。正所謂長江後浪推前浪，世上新

人趕舊人。試看各種科學上發明的成就，真是日新

月異，令人嘆為觀止。 

人的一生，絕大部份的時間是在｢相爭｣中渡

過。在學校裡要爭取好的成績，在社會上工作，要

不斷的力爭上游，更要以刻苦、勤勞、勇於進取的

精神得到生活上的保障以及國家社會的重用。 

做生意，開工廠要不要相爭呢？絕對的是要。有人

生意成功，發了財。有人生意失敗關門大吉。其中

成敗的原因，端賴你是否接受光照，是否依著聖靈

的指引去與人相爭。 

以上所舉的例證，站在真理方面的必然得

勝。上帝扶助那卑微的，受壓制的、饑餓的、貧窮

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見魔鬼在佈散分爭。耶穌叫

人相爭是基於愛，有建設性、有除舊更新的作用。

魔鬼叫人分爭是出於恨，出於嫉妒、貪婪、強取、

狂傲。 

為什麼耶穌容許魔鬼這樣作？在耶穌所說的比喻

中有了答案。(太 13:24)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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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來，將稗子撒在麥子裡，

就走了。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來。田主

的僕人來告訴他說，主啊!你不是撒好種在田裡麼？

從那裡來的稗子呢？主人說，這是仇敵作的。僕人

說，你要我們去薅出來麼？主人說，不必，恐怕薅

稗子，連麥子也拔出來。容這兩樣一齊長，當收割

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說，先將稗子薅出來，捆

成捆，留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裡。這裡所說

的仇敵，就是魔鬼。當人心中拒絕了聖靈的光照，

仍然摸索在黑暗中時，魔鬼就來將他擄去，成了罪

的奴僕。 

世界上許多殺人流血的事，甚至演變成為戰

爭。那是出於魔鬼的指使，并非耶穌的旨意。 

至於說到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

和女兒相爭，女兒和母親相爭。那是因為兩人之中，

有一人蒙光照，蒙聖靈的感動，而另一人是站在魔

鬼一邊。相爭是必然的。 

今日教會(信主之人)的使命，是要與那些不信

的人相爭，將他們從魔鬼權勢中救出。主既吩咐我

們去這樣作，祂必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了。 

 
-------------------------------------------------------- 

以馬內利團契專訊      

        文燕珊姊妹 

 
時間飛逝，二零零八年將要結束；感謝 神在這

一年的恩典和帶領！以馬內利團契檢討了“Action 

Speaks Louder＂的主題，反省我們在神的話語和教

導上，並在與 神的關係裡，如何學習以主的愛來彼

此相愛及愛人如己．誠然，我們在對外的福音行動

和服侍別人的機會上，仍是缺乏．求主憐憫！ 

 

以馬內利團契在今年最後一季的聚會出席人數

平均為十二、三人．感謝 神聽我們的禱告，這較上

一季度的單位數字，明顯地增加了百分之五十．祂

不單感動弟兄姊妹珍惜團契聚會的機會，更彰顯祂

自己的大能，引領初信的朋友參加．但願藉著團契

的聚會和活動，弟兄姊妹能有更多互相分享的機

會，學習彼此相愛，關顧和造就別人．   

 

從來沒有人見過 神．我們若彼此相愛、神

就住在我們裡面、愛他的心在我們裡面得以完全

了．（約翰一書４章１２節） 

 

兩年一度的團長和副團長選舉終在十一月底

完成，2009至2010年度的團長：趙維嘉弟兄與副團

長：梁雪怡姊妹將在以馬內利團契裡，與 神同工，

服事弟兄姊妹．團契採內閣形式成立新一屆的委員

會，亦快將誕生；盼望 神對為團契事奉的弟兄姊

妹加恩賜力，讓各人努力學習作合神心意的工．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

恩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４章１０節） 

 

轉眼間， 神讓我在以馬內利團契學習服事已

達四年；感謝 神！藉此也叫我經歷祂四年了．事

奉的路途確實不易，縱使嘗到甜酸苦辣，但因著主

耶穌基督的捨命， 神的憐憫、安慰和幫助，祂賜

予的平安和喜樂，著實沒法從地上找到一點兒可媲

美．事奉祂不單使我屬靈生命有長進，祂讓我在服

事的困難中，享受祂的愛與同在，並經歷 神的智

慧和全能的恩手．祂不像從前般叫我在苦難中回頭

尋找祂，卻是讓我在祂天天的愛和恩惠裡學習委

身．縱然，我卸下團長事奉的一職， 神已讓我知

道和掌握如何才是經歷祂和享受祂的正確方向和

態度；我深信無論我往那裡去，在那裡服事，及作

什麼樣的事奉，祂必與我同在，讓我與祂同行．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不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切所行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

你的路． （箴言３章５－６節）  

 

祈盼弟兄姊妹也在學習事奉和委身裡天天經

歷祂．求 神繼續祝福和帶領以馬內利團契．請你

們在禱告中，繼續記念以馬內利團契和弟兄姊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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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命成長．願一切榮耀、頌讚都歸與愛我們的主，

愛我們的 神! 
 
------------------------------------------------------ 

This past year our fellowship 
Eugenia 

 
This past year our fellowship's main theme was 

"Actions Speak Louder." Our theme hinges o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ristian life: we need to live out 
the word of God instead of just reading about it. 
Although it was hard to have programs designed for 
fellowship members to "do" instead of sit and listen, 
there were programs that subtly displayed our theme. I 
really enjoyed the sessions where we had discussions 
centered around a specific topic about our faith. It was 
simply a way for everyone to talk freely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ir lives, what problems they were 
experiencing, etc. It allowed for everyon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and I felt that the sharing 
brought us a little closer. This changed what I 
commonly thought of as "actions." Too often I see that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doing" a lot, but sometimes 
just by stopping and taking the time listen to each 
other is actually "doing" a lot too.  I hope that 
everyone continues to pray for our fellowship and for 
our future growth! 
  
--------------------------------------------------------- 

該隱的死穴 『嫉妒』                            

劉志鵬 
      
     記得關於該隱和亞伯的故事嗎?他們是亞當、

夏娃的兩個兒子, 有一天兩兄弟同時向神獻上祭物. 
亞伯獻祭是因他對神懷有堅強的信心, 他揀選羊群

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給神, 深信人與神之間的和

好關係是要經過贖罪的過程, 因此他獻上了贖罪祭, 

而該隱沒有意識到自己有罪, 因此他只獻上了感

恩祭, 表明他以為用自己從地上勞力得來的出產

獻給神就可以討神喜悅, 缺少了一份知罪的心, 所

以神看中了亞伯的供物, 看不中該隱的供物. 如果

該隱愛弟弟的話, 理應為亞伯獲得神祝福而感到

高興才對, 剛相反, 創世記 4:5-7 該隱『大大地發

怒』,神提醒他『你若行得好,豈不蒙悅納』,神希望

該隱能反省自己所行是否有悔改之處, 接著神警

告他『你若行得不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戀慕你, 
你卻要制服他』可悲的是該隱未能制服他那出於嫉

妒的怒氣, 結果他一怒之下殺了亞伯. 自那時以來, 
人罪性的傳播就從亞當個人身上傳入家庭中甚至

滲入族群直到全世界 . 
      嫉妒就是該隱的死穴, 源於始祖的私慾演

變出來的, 讓我們分析嫉妒的起因. 箴言 14:30 說

『嫉妒是骨中的朽爛』既然我們始祖身上帶有這不

良的質素, 很自然的這壞質素便遺傳到每一個人

身上, 懷有嫉妒的人未必想傷害人, 僅不高興別人

的成功或受他人稱讚, 別人擁有某些東西但又渴

望自己都有同樣的東西, 相信你和我都懷有這基

本的態度, 大家都知道這些是可以制服的, 自覺性

的不去繼續想罷了 .如果你不去制服他,他必來戀

慕你, 負面的反應,可能你暗中不願意為對方做事

或希望災禍臨到對方身上. 如果這情況繼續下去, 
輕則會對自己健康有不利的影響, 如失眠,胃病, 
血壓升高等, 重則會像該隱一樣, 未能抑制自己的

嫉妒而產生憎恨, 結果令對方受到傷害, 那麼一點

的罪會愈來愈烈變成悲劇 .究竟有何方法可以解

救嫉妒的來臨呢 ? 
      林前十三章說『愛是不嫉妒』,愛是基督徒

的標誌, 雖然我們身處的世界教導愛是需要回報

的, 是身不由己隨自己的私慾行事, 往往我們心想

去得到的理想或目標, 卻用錯誤的方法去達到, 令

自己及對方受損害, 這都是失去愛心的表現, 聖經

教導愛不妒忌別人所享有的, 愛因別人的幸福而

高興, 愛是不會怨恨別人的快樂, 我們如果愛別人, 
就不應該妒忌他們. 讓聖靈幫助我們能用愛心克

制由始祖傳留下來的嫉妒傾向, 將基督的愛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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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世人 . 
 
------------------------------------------------------------- 

屬靈視野 

廖錦安傳道 

 
最近因預備講章，多查考了但以理書，得著了

很多，但以理往往能依靠 神把危險化為祝福，的確

了不起；負面的事實往往有正面意義；調整你心靈

的視力，逆境便化為祝福。  
我所遭遇的綑鎖，更是叫福音興旺。(腓 1:12-13)  

 
小時候我最喜歡聽故事。神仙故事叫我心儀嚮

往，英雄故事激起我的壯志豪情，童話故事導引我

的想像力進入奇異的王國，偵探故事磨利我的推理

能力，民間故事預備我的心來迎接社會生活。還有

歷史故事，愛情故事……  
 

敬請您拾回童心，以興奮的耳朵來尋找這故事

的啟發性：從前，有三個騎士並肩穿渡沙漠。當他

們正踱過乾涸的河床，陰影裡有個聲音傳來：「停

步！」他們順服了。那個聲音吩咐道：「下馬，揀取

小石充滿你的袋子。」這三個騎士照做不誤。那個

聲音又說：「上馬，做的好。明天太陽初升時，你們

會又高興又悲傷。」  
騎士們催馬前行，邊走邊納悶，怎麼可能同時

又高興又悲傷？沙漠裡的炎日和熱風張開它們的威

力網，他們逐漸覺得袋子裡的小石頭沉重。經過商

量，他們決定丟棄大部份的小石，至少算是遵行了

那奇特聲音的命令。這主意果然使他們的旅途輕省

些。  
第二天日出時，騎士們伸手入袋，發覺夜間發

生了神蹟。那幾顆小石變成鑽石、瑪瑙、紫晶。他

們高興極了，意外的財富！然而，當他們想起大量

丟棄的石頭，他們就陷入悲傷裡。 
這一則童話故事不正是人生活生生的寫照嗎？

我們為成果而興奮，為失敗而沮喪。為善用的機緣

而高興，為溜逝的機會而悲傷。為順境而欣喜，為

逆境而消沉。  
問題是，誰也不知道昨天沉重的石頭，今晨會

是晶亮的鑽石。我們怎樣曉得昨日的逆境，竟轉化

為今天的祝福。我們沒人擁有這種預測能力。  
但我們可以鍛鍊一件事，把我們注意力的焦點

集中在所擁有的這幾顆寶石，而不是昨天丟失的石

頭。注視今天所擁有的契機，而不是昨天已逝去的

機會。為眼前的祝福感恩，而不為去年的逆境感

傷。把你的心力放在正面事物，你就喜樂、活力充

沛、有盼望、抬頭向前。你把注意力放在負面事物，

你就悲傷、低沉、沮喪、絕望。  
 

除先知但以理外，使徒保羅最是善用這屬靈視

的第一高手： 
下監嗎？叫御林全軍聽見福音。  
捆鎖嗎？更是叫福音興旺。(腓 1:12-13)  
受苦嗎？蒙基督多得安慰的機緣。(林後 1:4-5) 
絕望嗎？叫我不靠自己，只靠復活的神。(林後 1:9) 
軟弱嗎？好叫基督的能力覆庇我。(林後 12;9)  

你今天的石頭太重嗎？日頭十分炎熱嗎？ 神

能在清晨時分，將小石頭轉化為亮晶晶的彩鑽。 
 
------------------------------------------------------ 

讀經: 路五 18-26 

經文要義: 耶穌醫好癱子 

解釋詞彙: 1.僭妄話---說得罪 神和違犯摩西律法的話 

      2.人子---回應但七 13-14,是指要到人間來的彌賽 

亞和祂的使命 

思考經文: 

1. 是癱子有信心呢?還是抬癱子的人有信心? 

                                                 

2. 疾病是否絕對的與罪有關連?請發揮你的意見. 

                                                 

3. 你認為「你的罪赦了」和「你的病好了」那一

樣較為重要?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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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甚麼法利賽人和文士議論說耶穌說了僭妄的 

話? 

                                                                                             

5.為甚麼耶穌說自己是「人子」而不說「神子」? 

                                                                                           

讀經: 路五 27-39 
 

經文要義: 耶穌呼召利未作門徒 

解釋詞彙: 1.稅吏---是替羅馬政府收稅的人,部份收稅的人會多

收留作己用 

   2.利未---即馬太,著有馬太福音 

   3.坐席---參加宴會 

   4.皮袋---古代人用山羊的腿皮縫起來作貯水或 

酒之用 

思考經文: 

1. 稅吏和娼妓都是猶太人最瞧不起的,但耶穌卻願

意和他們做朋友,印證了耶穌曾說過的一句甚麼

話? 

                                                                                            

2. 為甚麼被呼召的門徒甘願撇下所來的來跟隨耶

穌? 

                                                                                           

3. 利未為著甚麼原故,在家大排筵席和請了很多人

來款待耶穌? 

                                                                                            

4. 法利賽人和文士口中的「罪人」指的是甚麼人? 

                                                                                             

5. 有些偏激的信徒認為有病也不須要看醫生,只憑

信心禱告病就會好了,你的意見如何?耶穌告訴我

們甚麼? 

                                                                                           

6. 因耶穌和門徒在利未家坐席,法利賽人以甚麼話

題來攻擊耶穌? 

                                                                                           

7.「新郎」在這裡是指耶穌.那麼是耶穌重要呢還是

禁食重要?為甚麼? 

                                                                                          

  8.「老規矩」和「新序秩」是不易調和的,在耶穌 

所說的比喻中, 

新衣與舊衣,新酒和舊皮袋,因彼此不相稱,也說

明了人頭腦上有甚麼弊端而難於改變? 

                                                           

 
上期答案    

讀經: 路五 1-11 

1. 是要叫卑賤的升高,叫愚拙的得智慧. 

2. 從西門回答耶穌的話中說:”但依從你的話”可見他起初是懷疑

的. 

3. 他們是有經驗的漁夫,整夜卻毫無所獲,但聽從耶穌的話就大有

所得,西門領悟到耶穌是 神兒子的權能.他深感自己的不配與污

穢,所以說:主阿!離開我,我是個罪人.” 

4. 他們都驚訝聽從耶穌的話所得的收獲. 

5. 「怕」自己的罪仍然存在,主說「不要怕」是信主的人罪蒙赦免

的保證.「得人」是作福音的使者. 

6. 聖靈感動使他們知道天國得人的事業較諸屬世得魚的事業更有

價值和得 神的喜悅.                                   

 
讀經: 路五 12-17 

1. 因他已聽聞耶穌傳道,醫病,趕鬼的權能,故憑信心冒險在城中

出現求耶穌醫治他. 

2. 「主若肯,必能叫我潔淨了.」這句話顯出痳瘋病人莫大的信心.

主若施恩,我必痊癒. 

3. 耶穌伸手摸他(身體接觸會傳染的),說:”我肯,你潔淨了吧!”

可見「祈求的就必得著」 

4. 吩咐他不可告訴人(1.不要人來就祂是因病,被鬼附,或得食,

要人來是因罪悔改求赦;2.消除以色列人的誤解,彌賽亞是憑

武力的救世者.)和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和獻祭. 

5. 不是,大多數是想從耶穌那裏得些屬世的好處如醫病,趕鬼等. 

6.  祂退到曠野去禱告. 

 
啟事:本刊以往連載的啟示錄各章要義,因「探索啟

示錄的奧祕」一書經已出版,今後停止在本刊

刊出.如果索閱該書,請將姓名、地址郵寄本會,
自當按址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