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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使徒行述》第44,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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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

聚光灯

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福音工作素来是在比较卑微的人中达成最大的成功的。原
来那“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
的也不多。”（林前1:26）

借着他感谢父上帝。”

一个可怜而孤立无友的囚犯保罗，实在无法期望他能获得富
有与尊贵阶层的罗马公民的注意。对于这一等人，邪恶风俗提供
了五光十色的诱惑，迫使他们甘心作俘虏。
然而就在这些被压迫的辛劳疲备与缺衣乏食的受害人中，甚
至于从那些可怜的奴隶之中，却有许多人乐于听从保罗的话，并
因相信基督而获致希望和平安，使他们在艰苦的命运之下也欢欣
鼓舞起来。”（《使徒行述》第四十四章，第1段）

（歌罗西书3:17）

你

的 看法？

的捆锁，就笃信
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使徒保罗即使是一名囚犯时也表现了极大的信心。
请在以下列表中勾出描述信心的选项：
____祈求某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____遛狗
____饶恕一个伤害了你的朋友
____爱那些不爱你的人
____自己做早餐
____传播流言蜚语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
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

走进
故事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每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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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
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
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我们的意识可以理解为冰山的
一小部分，是众人都能看到那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
露在水面上的一部分。我们的
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
潜意识就好比水面以下的冰山，
这一部分并不容易看到，但是它
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要比露出水面的那部分大得多。
我们最深的矛盾就居住在冰山的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
最深处，也是最不易发现的。
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
“我们⋯⋯可以管理潜意识对我
们的感觉和行动的影响，如何办到
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
呢？就是将意识层面中强大的画面
受的捆锁，在御营全
移植在一个始终如一的基础上。”
（《聪慧的婴儿,强大的成人》医学
军，和其余的人中，
博士约翰·麦克著,原文第55,59,60
已经显明是为基
页 ,萨 托 瑞 国 际 出 版
社 ,1997年）。
督的缘故。并且
当我们思考基督的生
那在主里的弟
平时，当圣经中那些
故事和原则浮现在我们
兄，多半
的脑海时，我们就会
因我受
将“强有力的画面移
植在我们的意识
层 面 ”。 这 些 画 面
会塑造我们的思想，
激励我们去说去做上帝的儿
女该做的事情。其中最大的见证
就是上帝的儿女所表现的像基督的行
为。

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腓立比书1:3-6,12-14,20）

妙语连珠

走出
故事
在歌罗西书3:2，保罗写到：“你们要思
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想保
罗所说的“地上的事”是指什么？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
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
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做。”（腓4:11-13）
“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
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
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由于选择跟从基督，你面临着哪些艰难的挑战？作为耶
稣基督的门徒，在未来会面临哪些艰难的挑战？

你的基督徒经历如何影响了自己身边的人（朋友，家人，
邻舍，或同学）？

你想上帝为何允许保罗和其他福音工人被抓进监狱里，并遭受
迫害？（参见腓立比书1:12-14）

在使徒保罗致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的书信中，保罗提到了
他从这些教会中收到了有关信徒们的美好报告。你觉得
让人听到关于你好行为的报告重要吗？为什么？请加以
解释。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原文作
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
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
（原文作凡受造的），我保罗也作
了这福音的执事。”
（西1:3,4,23）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腓4:4）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
父上帝。”（西3:17）
“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
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
秘（我为此被捆锁）。”
（西4:3）

言锦囊

名

“亲爱的朋友，当你阅读这些文字
的时候，是祂在维系着你的呼吸系
统 ， 也是祂在维系着你心脏的跳动。
祂是那样爱你，宁可为你死，也不愿意
看 到 你 走 向 灭 亡 ⋯⋯倘 若 这 一 切 都 是 真
的，那么没有什么能比认识祂更为重要了，
请预备自己和其他人准备迎见祂的复临吧！倘若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情了。” ——《 面 见大 君王 ，领 受救 恩的 七个 步骤 》，

道格·巴契勒牧师，原文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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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请阅读本周课程中的存心节。在
以下的横线上用你自己的话写出
这节经文的意义。请列举一些真
实生活中用言行举止彰显基督的
例子。

星期日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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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名言锦囊”中引用了道格巴契
勒的一段名言，他说：“没有什
么能比认识祂（基督）更为重要
了，请预备自己和其他人准备迎
见祂的复临吧！倘若这一切都不
是真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事情了。”你想道格牧师为什
么说“倘若与耶稣有关的这些福
音，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
都不是真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事情了。”

星期一
请从以下的方框中选取近义词填
写在空白处：

的想法，观点，以及信仰。非言
语沟通有很多形式：书面的文字，
音乐，艺术，舞蹈，举止，面部
表情等等。
从以上内容中选择三个或者四个
非言语沟通方式，并且列举一个
例子，说明如何使用每一种方式
来见证或分享你的信仰。
1.
2.
3.
4.

星期三
约瑟总是用自己的行为表明自己
是上帝的儿女，即使面对逆境也
不例外。他从不谋求报复那些恶
待他的人。波提乏非常看重约瑟
的品格，他提拔约瑟，本来是一
个奴隶，使他担任全家的管家。
当约瑟被诬告并被抓进监狱之后，
就连监狱官都看出了约瑟高尚的
举止，在所有的囚犯当中，监狱
官最信任约瑟。最后，约瑟的好
名声终于付诸了回报，他成了全
埃及帝国的宰相，仅次于法老。
（请阅读创世记39:1-23;41:3740有关约瑟的故事。）

3.从此以后，有
为我存
留，就是按着公义
的主到了
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
摩太后书4:8）

星期五
当保罗被软禁在罗马的时候，他
听到了有关临近城邦中那些信徒
的好消息。这些信徒努力传扬耶
稣的福音，以及他们用爱心彼此
相待。
于是身为囚犯的保罗也将自己在
罗马美好的见证与这些信徒分享。
虽然身为囚犯，保罗依然拥有在
主里的喜乐，并且为看守他的士
兵和凯撒家里的人作见证。
保罗的故事是我们的榜样，说明
在为基督作见证，传扬福音的事
上，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多么重要。
由于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很多人
都会被吸引归向基督。
在你的生活中，你能不能说出某
个素来为主作见证或者可以作为
你效学之榜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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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观察者

见证
视觉

信念
宣告

他们的榜样如何会影响你的生活？
由于看到他们的榜样，你的行为
产生了哪些变化？

举止_________ 作证_________
榜样_________ 消息_________
报告_________ 信仰_________
从以上的列表中选择三个词，并
描述每个词对于你（作为一名基
督徒）的重要性。
1.
2.
3.

星期二
沟通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用
来行善也可以作恶。我们可以通
过语言或者其他方法来沟通自己

星期四
请完成以下的句子：
1.主必救我脱离
，也
必
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
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
摩太后书4:18）
2.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
，乃是
的心。（提摩太后书1:7）

本周阅读*
《使徒行述》第44,45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这项
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一
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