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金句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

确据。 

来11:1 

 北 京 基 督 教 会 海 淀 堂   2018年 9月 9日   第 36期（总 1087） 
地址：海淀区彩和坊路 9号基督教堂    邮编：100080     电话：62572391     E-mail：hdchurch@vip.sina.com 

基本信仰 
主祷文（太 6:9-13）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

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

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

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

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

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报告事项（第 7 页） 

灵修格言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4:7）这是一个何等

大，何等真，何等宝贵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必须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因为这是出人意外的。让

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如果我们能一直照着行的话，结果定会叫神得到更大的荣耀。 

——莫勒 

——司密斯 

     堂次 

内容 

第一、五堂 

（7:00-8:00） 

（14:00-15:30） 

第二、三堂 

（8:30-9:30） 

（10:00-11:00） 

主 礼 人 翟春光  弟兄 王教佺  传道 

证 道 人 边文爱  牧师 毛雅君  牧师 

题    目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的牧者 

证道经文 来11:1-3 诗23 

宣召经文 诗23 诗100 

启应经文 诗26 诗103 

诗    歌 42，392，278 18，39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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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非常感恩在这里和弟兄

姊妹再次分享主的话语，愿神亲自地祝福我们，带领我

们进入到他的真理里面。 

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 3章 1-5节以

及使徒行传 17章 1-10节的经文。 

神的真理和福音使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新里面，这样

的更新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重生，还因为我们与神和好

了，关系改变了，我们与人的关系也更新和改变了。正

如圣经中所言：“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帖前 2:20），在关系之中，我们真正体会和经历到

神的恩典和他的预备。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内心对帖撒罗尼迦弟

兄姊妹的一种放不下的爱。他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

说：“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帖

前 3:2）保罗跨过爱琴海，来到欧洲大陆，来到一个新

的区域。他因着自己内心里面圣灵的感动，要把神的福

音传到这片土地上。但是我们会看到，他到一个地方就

有逼迫，就有反对，就有人认为他这是在搅乱他们（参

徒 17:6）。但即便如此，保罗却从来没有停止他向前

宣讲神真理和福音的脚步。 

很多基督徒会有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是神带领的，

前面就应该是平安的。如果是神的旨意，应该凡事都顺

利。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与保罗同样的经历。当我

们带着神的真理生活的时候，必然会有挑战；当我们持

守神的福音的时候，必然会有很多的阻力。保罗为我们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各样的拦阻中，他从来没有

在从神领受的使命面前退缩。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藉着

帖撒罗尼迦前书 3章 1-5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

罗能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有那样的劝慰，是因为他

内心里面有着对神的得着。 

一，你的安慰从哪里来？ 

保罗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

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帖前

3:1-2）。他打发提摩太去，并不是要在人的层面上带

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什么，而是要在神的里面

真实地看到那里每个人内心的需要。 

我们内心里面到底需要什么？有基本的物质生活

的需要、有自我价值体现的需要，在满足了这些需要之

后，还需要内心的安慰。西方学者马斯洛提出一个著名

的需求层次理论，他说人的需求是按着层次不断提升

的。一位神学家说，人内心里面终极的需要，就是解决

死的问题。这个问题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每个人的内心

里面都需要一种终极关怀。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内心里面的安慰到底来自于

哪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清楚的。我们信了主，可

能你有服侍，在教会里做了很多事，奉献时间或者精力，

有自己的渴慕和追求，常常读经祷告……但如果你在这

样的过程中没有弄清楚内心里面真正的安慰来自于哪

里，你常常会很茫然。虽然有服侍，但在服侍中却不会

遇见神；虽然有安静的时间，心里面却乱如麻；虽然在

生活中看起来很好，但内心里面常常充满了担忧。 

保罗说：“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帖前

3:2），这里的“劝慰”指什么呢？不仅仅是来自于人

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也不仅仅是我们维系一个团契或

者小组的关系，真实的安慰来自于神的道，神的真理。 

到底什么是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曾提醒犹太人说，

你们每天都在读摩西律法，“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约 5:39）也就是说，圣经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主那

里去，使我们真正地认识他，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圣经表

面的文字和语句上。所以，当我们读经，不断追求从圣

经而来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深深地知道，圣经不是要

把我们带到任何一个有形的团契或教会里，而是要藉着

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藉着我们的服侍，把我们带

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真正建立与神之间的美好关系。 

保罗在罗马书 15章 15节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

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

保罗愿意带着神给他的恩典，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

再到撒玛利亚，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向人宣讲神的真理

和福音。对于一个人来讲，听见神的福音就是与神真正

建立关系的开始。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是你被神的

真理所改变的开始。但是，当我们听了福音，我们还需

要不断地藉着听道，藉着不断地读经来追求认识神。 

彼得后书 1章 12-13节告诉我们：“你们虽然晓得

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

上周讲章 

劝慰中得坚固 

帖前3:1-5；徒17:1-10 

 

证道：张  斌  牧师 

整理：海淀堂文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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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提

醒你们，激发你们”。在彼得后书 3章 1节，彼得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

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也就是说，当

我们在圣经之中不断寻求的时候，是为要得到一种被提

醒。 

我们已经信了主了，已经受洗了，已经来教会了，

已经读了好多遍圣经了，为什么还需要坐在这里，一起

来分享主的话语呢？为什么还需要被提醒呢？我认为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是健忘的，常常忘记神的恩典。 

神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所寄居的埃及地的时候，行

了十个神迹（参出 7-11）。他们离开了埃及，经过了

红海，然后进入到了旷野。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

就给他们水（参出 17:1-7）；当他们没有肉吃的时候，

神就赐给他们肉（参出 16:2-13）。但当他们再一次没

有水的时候，他们就抱怨神（参民 20:2-5）。他们每

一天领受吗哪，但内心里面感觉淡而无味，就发怨言说：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

瓜、西瓜、韭菜、葱、蒜。”（民 11:5）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这些以色列人怎么

就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呢？其实，这岂不也是我们的经

历吗？当我们坐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想，

以前在世界里面我也挺好的，今天我来到教会，我祷告

了，神也不垂听；那个事情我祷告了那么多遍，神还没

有为我成就；来到教会每次都是这样，就是读经祷

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忘记了神的恩

典？如果回想一下自己，我能站在这里，就是神给我的

恩典。弟兄姊妹，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

这是神给你人生的最大的祝福呢？我们都是健忘的，我

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然后就忘记了，忘记了神是那样一

位赐恩的主，忘记了他一切的眷顾和拯救。如果没有神

的同在，我不会站在这里，弟兄姊妹也不会在这里一起

敬拜赞美主。 

第二，人常常曲解神的心意。 

我们有圣经，但却不认识那位赐给我们圣经的主；

我们信，但内心里面对我们所信的没有真实的认识；我

们跟随，但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服侍，但看到的都

是软弱或让我们伤心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

是真正理解神的心意呢？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

干的人（参太 12:9-13），医治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

人（参约 5:1-9），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参约 9:1-9）。

当时管会堂的也好，法利赛人也好，都认为耶稣基督违

背了安息日。耶稣基督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安息日

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 2:27）

也就是说，神赐下他的律法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

罪人，但不是让我们靠着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可 7:6）保罗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

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林前 14:21） 

当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

是不是只在嘴上、外表上是敬虔的，内心里面却不是？

我们每一天嘴上说“感谢神”，心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对

神的埋怨？我们有神的话语，但是却没有真实敬畏的心

去仰望神；我们在这里敬拜，但我们的赞美都是给自己

听的，不是献给神的祭；我们祷告，只是说给身边的弟

兄姊妹听的，而不是祷告给我们的主的；我们用很多方

式安慰自己，却没有寻得神对我们内心真实的安慰。 

弟兄姊妹，我们要真实地回归到神的面前，耶稣基

督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而是我们的心也

在这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耶稣基督向我们要的是什

么？地方不重要，在哪里敬拜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我们

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参约 4:21-24）。当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不是要求主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来仰望神，

求神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是要求神为我

们成就我们心里所要的，而是寻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

的生命之中。 

启示录告诉我们：“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启 22:18）。

我们对信仰最大的曲解是我们只知一部分真理，不知全

备的真理，我们只读一段经文，对圣经整体的启示却没

有真实的认识。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认识神整体的启

示，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从以色列人到神在耶稣基督里

面拣选的我们，神全备的启示乃是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和

恩典。 

礼拜天下午我们有一个门徒训练课程，通过这样的

课程在真理上装备大家。我们要认识基督才谈得上服侍

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才能跟别人讲我们

在跟随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特别受益。虽然之前我有

过神学的装备，但是再次学习时我发现，我有很多对神

真理的曲解，因为我只知道一些经文而不知道圣经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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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神的话语；只知道有了信心就足够了，却不知道“信

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参雅 2:26）这样一个真理。我

们很多时候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道全备的真理，曲解了

神的话语。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神的心，让我们

真正地追求神全备的救恩，追求神全备的真理。 

二，什么是坚固的？ 

我们这个教堂在建立的时候据说可以抗八级的地

震，它向下挖得很深，立了很多柱子，大家看到的这些

白色的柱子不仅仅是地面上的结构，它深深地扎在了地

底下。弟兄姊妹，你的属灵生命有多大的承载能力？是

不是顺境的时候就常会懈怠，逆境时又常活在抱怨中？ 

雅歌 8章 7节说：“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

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

藐视。”弟兄姊妹，你内心的爱才是最坚固的。当一个

人内心里面真正爱神的时候，外面的环境无论是顺境逆

境都不会影响他。保罗在领了神的使命、启示去宣讲神

的真理和福音时，到一个地方虽然有人信，但是结果总

是不太好，总是有很多的人起来反对他，说他是搅乱普

天下的（参徒 17:6）。当他被排斥、被否定、被弃绝

的时候，他深深知道，他在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

督曾说，这个世界“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约

15:18）。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信息

是什么？约翰福音 3章 16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把爱带到我们心里面，使我

们这些本该灭亡的，因着信不至灭亡。使我们这些本该

被定罪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被定罪；使我们这些污

秽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爱而可以没有任何拦阻地

进入神的里面成为圣洁。所以保罗宣告说：“谁能使我

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

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

剑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

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5-39）因为耶稣基督爱

你、爱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

人成就了救赎。 

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在耶稣基督里与

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爱的关系。个人的——神不

是其他人的，不是你爸爸妈妈的、不是你亲属的，而是

你的。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的救主。亲密的——你要常常

藉着你的服侍，不是服侍人而是服侍神；你要常常藉着

祷告，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说给自己听，乃是藉着信

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你今天坐在这里，因着

你与神有这样一种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你不是要听我跟

你说什么，不是要听诗班唱的这首歌多么美好，而是藉

着诗班的赞美，我们一起分享神的真理，领受耶稣基督

的真理，真正地进到主里面，承认“主是我的主，主是

我最好的朋友，主是我内心里面最切慕、最爱的那一

位”。 

当我们与神建立了这种关系，我们在主里面就有一

种果效：顺境中我们不会冷淡，逆境中我们可以靠主得

胜，在逆境之中我们会赞美神，就像保罗在腓立比的经

历一样（参徒 16:25）。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

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

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 4:8-9）当我们被

围困的时候，内心却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他永恒的

恩典；当我们看到地上一扇门关闭时，我们知道，主必

为我们在天上开启一扇窗。愿神亲自藉着他的话语来安

慰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主的话语才是我们内心里面真

实的安慰。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

们能够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刚才诗班唱到，主为我们

每个人行了一件新事。这件新事的核心内容就是主耶稣

基督为你我而降生、受难、复活、升天，最后还要为你

我再来。 

彼得后书第 3章，是彼得针对当时有异端在混乱主

的新事，有假师傅认为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的错误观点

而写的。彼得告诉当时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准备好自己，

迎接主的再来。 

在这章内容中，使徒彼得从三个方面和当时的弟兄

姊妹分享。 

第一个方面，基督徒应当持有的观念。第二个方面，

驳斥假师傅的谬论，让弟兄姊妹明白假师傅的言语和神

所说的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方面，作为神的儿女，该如

何迎接主的再来。 

第一，基督徒应当持有的观念。 

主的再来 

彼后3:1-18 

 

证道：韩占慧  牧师 

整理：海淀堂文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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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 3章 1-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

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

们诚实的心”，意思是“让你们能够真心实意地去接受”。

彼得说：“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

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先知所传给我们的信

息主要在旧约圣经，而使徒所传的主要在新约圣经。因

此，彼得后书 3章 1-2节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是彼得希

望当时的弟兄姊妹视圣经为他们最高的权威，为他们信

仰生活中的准则。 

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样，圣经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

信仰生活的最高准则。无论我们听到什么样的教导，听

到什么样的言语，我们都应当本着圣经去看待，不符合

圣经的，我们就不要接受，只有符合圣经教导的，才能

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 

第二，彼得驳斥假师傅的谬论。 

彼得首先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假师傅的谬论：“主要

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

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后 3:4）他们的观点就

是主不会再来了。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从列祖

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以我们

个人的经验，这话似乎有些道理——我们从小到大，每

一天都是太阳东升西落，每一年都是寒来暑往，似乎没

有任何变化。但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基督徒信仰的

最高准则是圣经，是神的话。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衡

量一下假师傅所说的“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

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在彼得后书 3章 5-9节，彼得从圣经的角度指出了

这是完全错误的教导、完全错误的信息。彼得说：“他

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

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彼后 3:5-6）5-6 节的信息记载在创世记中，神藉着

他的话创造了天地（参创 1），神也在挪亚的时代藉着

洪水灭世（参创 7）。创世记是藉着摩西这位先知留给

我们的言语，是先知的话，彼得的意思是说先知的话显

明了，列祖睡了的时候，万物与起初所创造的时候是不

一样的，因为洪水已经灭过一次世界。彼得又继续说：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后 3:7） 

所以，从 5节到 7节，藉着先知、使徒的话，彼得

已经将假师傅的理由批驳得无法站立。万物从起初创造

的时候到现在是不一样的，经历过洪水灭世，将来还要

被火所灭。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

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后

3:8）这同样是来自于摩西的话。在诗篇 90篇 4节，摩

西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

更。”彼得这里是用先知的话语告诉当时的弟兄姊妹，

主是如何看待时间的。 

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

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主现在还不来的根本

理由是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彼得藉着 8-9节说明了一

个根本信息，就是主必定会再来，但是主看时间和我们

理解的时间不一样。而且，主有一颗宽容的心，“不愿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从 3节到 9节，彼得

驳倒了假师傅的言论，告诉他们主耶稣必定会再来。 

第三，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既然主会再来，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而

言，我们该怎么迎接他再来呢？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

以在彼得后书 3章 10-18节，彼得用了很多的笔墨去探

讨这个问题。彼得描述了主再来时的情形：“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

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

3:10）彼得描述这一非常恐怖的景象，是希望每一个圣

徒在面对迎接主再来的时候都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

彼得接下来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彼后 3:11）。“怎样圣

洁”“怎样敬虔”这八个字是我们理解彼得后书 3 章

10-18节的核心。 

我们首先来体会“怎样圣洁”。在彼得后书第 3章，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

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后

3:14）“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

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

坠落。”（彼后 3:17）彼得清楚地告诉弟兄姊妹，要

防备那些假师傅的错误信息，免得自己从坚固的地步上

坠落。 

这一点我们真的应当重视起来。使徒保罗曾经教导

过我们一句话：“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

跌倒。”(林前 10:12）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在我的

家乡教会，特别是大聚会，常常会请县城里的刘弟兄来

证道，他也常常在全县各个地方的教会分享信息。我们

觉得刘弟兄的信仰很稳固，对信仰的认识很清楚。后来

有一年我回家，弟兄姊妹告诉我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

这位刘弟兄竟去到异端那里，开始信“东方闪电”。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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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听到这个信息都不敢相信。 

弟兄姊妹，一个在讲台上服侍了很久的弟兄，最后

竟然被异端所拉拢。今天我们周围的异端依然非常猖

狂。海淀堂近期的报告事项里，第一条都是让我们防备

“新天地”。就在上周二，“新天地”的人员还到教牧

办公室来宣扬他们的信息。弟兄姊妹，这异端是何等猖

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当怎样圣洁，就

是要防备异端，远离异端，不去接受那些异端邪说，不

让自己被错谬的信息所搅扰。 

其次，来看“怎样敬虔”。彼得说：“并且要以我

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彼后 3:15）。意思是，

主耶稣还在宽容你们，还没有来，那么你们应当好好追

求，盼望主的再来。18 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 3:18） 

约翰福音有这样一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

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 1:14）我

们是否在他的恩典和真理上常常长进呢？圣经里有一

个人——马可，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榜样。马可的家里有

非常好的敬虔氛围。使徒行传第 1章告诉我们，门徒们

都回到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祷告，传统上认为，他们祷

告的地方就是马可的家里，所以那个地方也被称作“马

可楼”。马可还有一个很属灵的亲戚——巴拿巴。保罗

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巴拿巴也把自己的表弟马可带上

了，但是在半路可能因为马可受不了苦难就离开了。当

他们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巴拿巴还要带马可，保罗坚决

不同意，因为马可的缘故，保罗和巴拿巴争吵起来，结

局是他们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参徒 12:25，15:37-40）。 

马可最初给我们留的印象似乎不太好，但是到了保

罗晚年，他在罗马监狱中写了一卷书——歌罗西书。在

这卷书中，保罗有这样一段话：“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

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

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西 4:10）保罗这

句话表明了，马可的生命也在主的恩典中不断长进，他

更新改变自己，受到了使徒保罗的认可。保罗认为歌罗

西教会接待马可，对他们是有益处的。我们还知道，圣

经里，马可给我们留下一卷书，叫马可福音。 

我们思想马可一生的历程，他真的是在主的恩典和

知识上不断长进。一个人过去怎么样其实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他能够每一天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长进，能

够天天思想自己怎样敬虔。 

所以，我们该如何迎接主再来？我们要记住这两

点：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怎样圣洁就是离异端远远的，

怎样敬虔就是与主近近的。我们每个人今生最大的盼

望，就是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为了这个美好的盼望，我

们应当预备好自己，迎接他的再来。应当高举神的话语，

远离异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敬虔、追求，使我们在

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被他称作是一个忠心而又良善的仆

人。愿神赐福和带领我们。阿们！ 

 

 

 

属灵的敌人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

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

魔争战。”（弗 6:12） 

在战场上，认出敌人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不晓

得攻击的方位，你很难防守自己。保罗有许多敌人。有

些人厌恶他，其他一些人憎恨他，还有一些人想杀他。

有些人本来该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却想要伤害他和他的

事工（参徒 9:23；腓 1:17；提后 1:15，4:14；提前 1:20）。

虽然，他面对许多迫害，保罗从未忘掉他真正的敌人。

保罗小心谨慎地防御撒但。当人们攻击他的时候，他知

道他们并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他们只是不知不觉地成

为属灵黑暗势力的工具。 

当你的信心遭遇敌对势力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

是愤怒。这个反应可能使你对冲突背后更深的属灵层

面，分散了注意力。你的敌手可能无助地被罪捆绑。你

应该诚挚地立即为此人代祷，而不是报复此人。你对手

的敌对行为是一张邀请函，邀请你加入救赎之工，把他

或她由属灵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要警醒注意你身边的属灵战争。这场战争是真实存

在的，它可能会摧毁你及你所关心的人。认识你真正的

敌人，可以保护你不致心怀苦毒及不饶恕。你的希望是

根源于一个真理：“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

更大。”（约壹 4:4）不要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人性，

要坚决地相信至高者已经完全击败你的仇敌。 

 

 

 

1. 本堂培训院赞美操2018年秋季培训班（第三套）将

于9月12日8:30正式开课，请春季培训班（第二套）

的学员准时报到，同时欢迎弟兄姊妹报名参加！培

训时间：每周三8:30-11:00；培训地点：副堂；报

报告事项 

 

 

灵修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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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电话：崔姊妹13521591180，赵姊妹13661100429 

2. 本堂将于18:00-20:00举办“一件新事”大型音乐赞

美会，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3. 本堂大学生团契将于9月20日18:30-20:30举行迎新

专场聚会，欢迎弟兄姊妹邀请身边亲朋好友参加 

4. 本堂磐石分堂“渴慕”灵修系列讲座第七讲:外在操

练之独处的操练；讲座时间：9月

16日10:45-12:00；地点：学清路

甲18号学院8号楼6层B604。如果

没有时间来现场聆听，可以通过

视频直播观看 

5. 本堂研经班每周五晚上7-9点在副堂进行，采用全球

同步四重研经法研读圣经，培育读经生活，增进生

命成长。欢迎有感动的弟兄姊妹聚会结束后到广场

咨询报名 

6. 本堂英文团契因事工需要，现需要招收信仰清楚，

英文好，愿意委身服侍的弟兄姊妹参与服侍，服侍

岗位包含：敬拜赞美，乐手，接待，口译，PPT制作，

音响&导播，摄影，摄像，微信公众号运营，灵修小

组带领等。有意向加入的弟兄姊妹聚会散会后可到

三楼办公室找贺牧师（或贺颖、边瑞霞、王欢）咨

询 

7. 如果您需要代祷，聚会结束后请到主堂或副堂讲台

的南边（举牌处），有本堂的同工与您一起祷告 

8. 各位朋友和弟兄姊妹，你若在信仰或生活中遇到疑

问与困惑，请到“可安歇的水边”接待组，让我们

一起在主耶稣里面寻求解决的方法，互相勉励，坚

固信心。地点：教堂广场 

9. 欢迎新朋友 

10. 欢迎新来的朋友聚会结束后去三楼“新人接待

室”。那里有同工和您分享教会历史；如何加入教会；

并解答您提出的问题。主堂的新朋友请从举牌处小

门上三楼第一个房间。副堂的新朋友可通过电梯上

去。愿神祝福大家！ 

 

 

 

第一堂：宣教的中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

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

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

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

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

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第二堂：他必定要洁净 

他必定要洁净，他要洁净，要洁净那利未的子孙。

他必定要洁净，他要洁净，要洁净那利未的子孙。他要

洁净，要洁净那利未的子孙。他要洁净，要洁净，他要

洁净，要洁净那利未的子孙，洁净那利未子孙。他们就

凭着公义奉献，将供物献给耶和华，奉献给主。 

第三堂：宝座前的敬拜 

父神在圣殿中，众天使同歌颂，我们高声欢呼赞美，

得见羔羊的尊荣。圣灵如微风运行在大光中，仿佛洁白

圣鸽降临，恩膏祝福无穷。来自各方来自各族，万国万

民都来敬拜祂。身穿白衣向着宝座高声唱，愿救恩归于

真神。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

神。来自各方来自各族，万国万民都来敬拜他。身穿白

衣向着宝座高声唱，愿救恩归于真神。 

第五堂：生命的执着 

主耶稣，我爱你。我心渴望，我灵切慕。你是我生

命，我生命唯一的执着。尊贵、荣耀、智慧、能力全都

归于你。我用生命等待花开，顺服你旨意。你是我最爱

的天父，我是你最爱的孩子。在你爱中无忧无惧怕。哈

利路亚！哈利路亚！ 

 

 

 

入堂脱帽、肃静，存敬畏之心；衣装整洁，不裸露，

不穿拖鞋；不喧哗，不闲聊，不在堂内吃喝；不占位，

由前往后坐，每座满人；不踩踏、乱扔物品，爱护公物；

谦卑顺服服务人员的引导提示；手机关闭或设在振动状

态；不迟到，不早退，证道开始后不进堂内。 

 

 

 

 

本周献诗 

 

 

 

灵修笔记 

进堂须知 
 

 

灵修笔记 

本堂 APP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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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故事 

船长的脸 

一只船航行于南太平洋，突遇狂风暴雨，旅客们个个

提心吊胆，以为船会沉没。某旅客鼓着勇气，冒着风雨，

攀登舱面。他看见船长安闲自在地缓步于甲板前之高台上。

船长脸上并无丝毫惶恐烦扰的气色，从容指挥水手驾驶船

只。他就走回充满着惊慌失措的舱里，向质讯他的众旅客

回答说：“放心吧，我看见船长的脸啦！” 

当我们遭遇艰难，陷于窘境之时，不要一味烦闷，应

当仰起脸来，瞻仰神的面容，心灵必得平安。 

心灵小站 

只能是祢的手（一） 

拔摩 

哦主，这只能是祢的手 

那曾铺设穹苍的手 

在我混浊的心里 

轻轻扬声火焰中的答案， 

“我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亮起光和权能 

将全能者的爱铺张。 

基本要道         肆、工人与工作（共七章） 
第六章 工作的原则 

第三节 复活的生命 

神的工作不能由属肉体的人藉着天然的生命来做，因为我们由亚当所传下来的，从父母生出来的天然生命已经

被罪染污、渗透、变质了。最好的人也是带着罪性的，在神看为愚昧、败坏、软弱、低级的，要为神工作并达到神

的要求和目的，符合神的心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正如神所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

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 55:8-9）神所要

作的是眼睛未曾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参林前 2:9）。凭着人天然的聪明、智慧、力量不但作不

到，也不懂得。神的工作不是从表面上、字面上人所想象的那样；例如重生的事就不是像尼哥底母领会的那样（参

约 3:1-7）。 

许多人以为稗子和麦子没有什么两样；雇工和牧人都可以照看羊群；义和不义没有什么不同；圣和俗也不必分

别，其实完全错了。我们不能用世人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我们要看源头问题，源头不

对，里面的生命不对，所做的一切都不对了。正如什么样的泉源发出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一样（参

雅 3:10-11；太 7:16-18），里面清洁的人，凡事都洁净；而在污秽的人，什么都污秽了，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

了（参多 1:15）。“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 3:6）在神看来不是作什么工，而是谁在

那里工作。神看重工人过于工作。有时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人，神宁可让工作搁置，等待不作。 

究竟什么人配作神的工作呢？凭什么来做神的工作呢？回答是：只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才配作神的工。这里的意

思就是上面所讲的：必须经过死亡，让十字架在身上打下烙印，天然生命遭到了打击和破碎；无论是主动接受或被

动作成，必须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才能与主同工。这样就不是自己在那里作什么，乃是主的生命从里面活出来作成的

工。从死里复活的人才是真正奉献的人（参罗 6:13），献上自己作活祭的人。这样的侍奉才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

（参罗 12:1）。这样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所作的一切也才是基督从里面作的（参来 13:21）。这样与主

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参罗 6:５），以致活着就是基督（参腓 1:21），在生活的表现上是如此，在工作的进行中

也是如此：离了主，就不能作什么（参约 15:5）。 

那就是说无论作什么神的工作，不再凭肉体和自己作，乃是凭里面的与基督同复活的生命来作，好像一首诗说： 

“不再是我，乃是主被人信从，被人高举又被人所敬爱。无论思想、言语、动作或态度，不再是我，乃是显露基督。

唯独基督，是我供给的来源；唯独基督，是我能力泉源。愿主将我在十字架后隐藏，唯独基督坐在我宝座上。” 

这也是“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

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林后 4:7-11）这样，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参西 3:4），才能像复活的基督，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参罗 6:4）。

这样，我们所有的工作，也真是基督藉着我们作的（参罗 15:17-18）。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让别人从我们身

上看见基督。如果我们给人的都是基督，我们便为神做了最大最好的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