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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歌羅西書;腓立比書
註釋：《使徒行述》第44,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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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

聚光燈

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

“福音工作素來是在比較卑微的人中達成最大的成功的。原
來那“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
的也不多。”（林前1:26）

藉著他感謝父上帝。”

一個可憐而孤立無友的囚犯保羅，實在無法期望他能獲得富
有與尊貴階層的羅馬公民的注意。對於這一等人，邪惡風俗提供
了五光十色的誘惑，迫使他們甘心作俘虜。
然而就在這些被壓迫的辛勞疲備與缺衣乏食的受害人中，甚
至於從那些可憐的奴隸之中，卻有許多人樂於聽從保羅的話，並
因相信基督而獲致希望和平安，使他們在艱苦的命運之下也歡欣
鼓舞起來。”（《使徒行述》第四十四章，第1段）

（歌羅西書3:17）

你

的 看法？

的捆鎖，就篤信
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
無所懼怕。

使徒保羅即使是一名囚犯時也表現了極大的信心。
請在以下列表中勾出描述信心的選項：
____祈求某個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____遛狗
____饒恕一個傷害了你的朋友
____愛那些不愛你的人
____自己做早餐
____傳播流言蜚語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
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

走進
故事
“我每逢想念你們，

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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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
是歡歡喜喜地祈求）因為
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
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我們的意識可以理解為冰山的
一小部分，是眾人都能看到那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
露在水面上的一部分。我們的
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
潛意識就好比水面以下的冰山，
這一部分並不容易看到，但是它
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要比露出水面的那部分大得多。
我們最深的矛盾就居住在冰山的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
最深處，也是最不易發現的。
“我們⋯⋯可以管理潛意識對我
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
們的感覺和行動的影響，如何辦到
是叫福音興旺。以致我
呢？就是將意識層面中強大的畫面
受的捆鎖，在禦營全
移植在一個始終如一的基礎上。”
（《聰慧的嬰兒,強大的成人》醫學
軍，和其餘的人中，
博 士 約 翰 ·麥 克 著 ,原 文 第 55,59,60
已經顯明是為基督
頁 ,薩 托 瑞 國 際 出 版
社 ,1997年）。
的緣故。並且那
當我們思考基督的生
在主裏的弟
平時，當聖經中那些
故事和原則浮現在我們
兄，多半
的腦海時，我們就會
因我受
將“強有力的畫面移
植在我們的意識
層 面 ”。 這 些 畫 面
會塑造我們的思想，
激勵我們去說去做上帝的兒
女該做的事情。其中最大的見證
就是上帝的兒女所表現的像基督的行
為。

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腓立比書1:3-6,12-14,20）

妙語連珠

走出
故事
在歌羅西書3:2，保羅寫到：“你們要思
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想保
羅所說的“地上的事”是指甚麼？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
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
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腓4:11-13）
“我們感謝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
常為你們禱告；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
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由於選擇跟從基督，你面臨著哪些艱難的挑戰？作為耶
穌基督的門徒，在未來會面臨哪些艱難的挑戰？

你的基督徒經歷如何影響了自己身邊的人（朋友，家人，
鄰舍，或同學）？

你想上帝為何允許保羅和其他福音工人被抓進監獄裏，並遭受
迫害？（參見腓立比書1:12-14）

在使徒保羅致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的書信中，保羅提到了
他從這些教會中收到了有關信徒們的美好報告。你覺得
讓人聽到關於你好行為的報告重要嗎？為甚麼？請加以
解釋。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穩固，
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原文作
離開）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
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
（原文作凡受造的），我保羅也作
了這福音的執事。”
（西1:3,4,23）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
你們要喜樂。”（腓4:4）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
父上帝。”（西3:17）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上帝給我
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
秘（我為此被捆鎖）。”
（西4:3）

言錦囊

名

“親愛的朋友，當你閱讀這些文字
的時候，是祂在維繫著你的呼吸系
統，也是祂在維繫著你心臟的跳動。
祂是那樣愛你，寧可為你死，也不願意
看 到 你 走 向 滅 亡 ⋯⋯倘 若 這 一 切 都 是 真
的，那麼沒有甚麼能比認識祂更為重要了，
請預備自己和其他人準備迎見祂的複臨吧！倘
若這一切都不是真的，那麼就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
情了。” ——《面見大君王，領 受救恩的七個步驟》，

道格·巴契勒牧師，原文第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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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閱讀本週課程中的存心節。在
以下的橫線上用你自己的話寫出
這節經文的意義。請列舉一些真
實生活中用言行舉止彰顯基督的
例子。

星期日

房
角
石

“名言錦囊”中引用了道格巴契
勒的一段名言，他說：“沒有甚
麼能比認識祂（基督）更為重要
了，請預備自己和其他人準備迎
見祂的複臨吧！倘若這一切都不
是真的，那麼就沒有甚麼大不了
的事情了。”你想道格牧師為甚
麼說“倘若與耶穌有關的這些福
音，耶穌為我們所付出的這一切
都不是真的，那麼就沒有甚麼大
不了的事情了。”

星期一
請從以下的方框中選取近義詞填
寫在空白處：

的想法，觀點，以及信仰。非言
語溝通有很多形式：書面的文字，
音樂，藝術，舞蹈，舉止，面部
表情等等。
從以上內容中選擇三個或者四個
非言語溝通方式，並且列舉一個
例子，說明如何使用每一種方式
來見證或分享你的信仰。
1.
2.
3.
4.

星期三
約瑟總是用自己的行為表明自己
是上帝的兒女，即使面對逆境也
不例外。他從不謀求報復那些惡
待他的人。波提乏非常看重約瑟
的品格，他提拔約瑟，本來是一
個奴隸，使他擔任全家的管家。
當約瑟被誣告並被抓進監獄之後，
就連監獄官都看出了約瑟高尚的
舉止，在所有的囚犯當中，監獄
官最信任約瑟。最後，約瑟的好
名聲終於付諸了回報，他成了全
埃及帝國的宰相，僅次於法老。
（請閱讀創世記39:1-23;41:3740有關約瑟的故事。）

3.從此以後，有
為我存
留，就是按著公義
的主到了
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
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
摩太后書4:8）

星期五
當保羅被軟禁在羅馬的時候，他
聽到了有關臨近城邦中那些信徒
的好消息。這些信徒努力傳揚耶
穌的福音，以及他們用愛心彼此
相待。
於是身為囚犯的保羅也將自己在
羅馬美好的見證與這些信徒分享。
雖然身為囚犯，保羅依然擁有在
主裏的喜樂，並且為看守他的士
兵和凱撒家裏的人作見證。
保羅的故事是我們的榜樣，說明
在為基督作見證，傳揚福音的事
上，我們基督徒的行為多麼重要。
由於看到我們的好行為，很多人
都會被吸引歸向基督。
在你的生活中，你能不能說出某
個素來為主作見證或者可以作為
你效學之榜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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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觀察者

見證
視覺

信念
宣告

他們的榜樣如何會影響你的生活？
由於看到他們的榜樣，你的行為
產生了哪些變化？

舉止_________ 作證_________
榜樣_________ 消息_________
報告_________ 信仰_________
從以上的列表中選擇三個詞，並
描述每個詞對於你（作為一名基
督徒）的重要性。
1.
2.
3.

星期二
溝通是一種強大的工具，可以用
來行善也可以作惡。我們可以通
過語言或者其他方法來溝通自己

星期四
請完成以下的句子：
1.主必救我脫離
，也
必
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
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
摩太后書4:18）
2.因為上帝賜給我們，不是
，乃是
的心。（提摩太后書1:7）

本週閱讀*
《使徒行述》第44,45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這項
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完一
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