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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还得不到宽恕。伤感情的事还没有和解。这些亲人之间的隔阂或
许应该为了基督的缘故拆毁吧为什么曾经是美好的关系竟然被隔阂
之墙破坏？骄傲之心往往巩固了这堵墙。除去骄傲，这堵墙就迅速
倒塌！露出那在耶稣基督里愉快美好的爱，这是何等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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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 6:1-4 提醒我们在家庭中对彼此的职责，“你
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著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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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主题: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亲爱的读者，

反 省！
反省是好的。当我们反省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优点和
缺点。我们为着神所赐给的优点而受到激励，为祂而活。我们的弱
点使我们感到谦卑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不能没有神的恩典和怜
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终于步入 2013 年第 52 个也是最后一个主
日。似乎就在不久之前，我们刚刚还想象着神为我们安排的 2013
年将会如何。你当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52 个星期之后的今天又是
如何呢？

家庭生活的反省 － 作为丈夫或妻子、儿子或女儿、兄弟或姐妹，
你现在是否比 52 个星期前更好？有些亲人已经不在了。所说的怒

朋友关系的反省 － 我们在这世上有两种朋友 － 信徒和非信徒。
对于非信徒的朋友，我们可曾以神的话语以及更重要的是以我们的
生活，向他们分享福音？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我们是否已经变得
世俗以至于失去了盐味？非纯洁之事如不端庄的衣装、世俗的标准
、情欲、充满罪恶的地方使得许多声称信徒失去他们的盐味。他们
的生活以及为基督所作的见证被蔑视，有如无用的盐丢在地上任人
践踏。我们是否对弟兄姊妹在属灵上的挫折以及他们的需要和呼求
置之不理？我们躲藏在自己的小世界，对他们所受的伤害视若无睹
。当主内的朋友活在罪中，他们需要真诚的谴责。对于他们的罪行
睁一眼闭一眼的和平相处只会摧毁生命和破坏关系。这是自私并不
属神的。
神的话语如此安慰我们 －箴言 17:17，“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
为患难而生。”箴言 18:24，“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
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 27:6，“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
连亲嘴却是多余。”

在求学上的反省 － 学生时代是喜乐的日子。学生生活充满了新发
现。学生发现他们的才能。他们学习文艺和科学，寻求心中的志向
。测验和考试显出优劣。作为基督徒，你们要知道真正的考试不是
在于笔和纸，而是你如何与基督同行。在学习中，无论是考试之前
、在进行之中或之后，你都必须不住地祷告。只要你在主里的信心
和信靠有长进，你就合格了。这个人生道理会助你一生一世。
这句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度过真正的考试 －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不住的祷告”。

在工作上的反省 － 身为神的仆人，所有的信徒在职场上都是基督
的大使。在工作场所，信徒代表他们的“国家”，而不是自己。在
得救之前，他们是代表自己。那时候，他们工作的动机出于贪婪之
念，一切都是为名为利。生命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耶稣宝血改变了他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心意
的转变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中。贪婪之念已被基督的荣耀所取代
。这是一种崭新和永恒的动力，非世俗所能供给和理解。他人看着
他们有如看着一本圣经。每个新的一天就如翻开圣经新的一页，展
现给同事阅读并见到基督。他们行事为人和对万般罪恶的引诱的反
应与世俗不同。他们的同事从没看过如此行为，因为如此的行事为
人是属神的！凡按照圣言而行的就是神的工作。在他们所行的善工
中，人们看到神。
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将神的永恒荣耀换取如烟瞬逝的世俗情
欲 － 马太福音 5:13-16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
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14 你们是世
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与神关系的反省 － 这包括我们的祷告、事奉和奉献。与人和好却
不能与神和好是缺乏远见。如此短见的生命观是一种幻觉
。每个信徒都必须避免伪善。取悦人所得之利短暂如晨露，在午间
就消逝而去。被真诚的信念和基督的爱所激励的心是永恒的。忠心
信徒跟随神的信念不会被逼迫或诱惑夺去。他们不偏左右。引到永
生的窄小真道是唯一的生命之道。这就是他们的心之所向。信徒从
神的允许知道这样的生命才能取悦他们的主和天父。靠着神的恩
典，在生活中无论面对何事，他们都不偏离。
哥林多前书 15:58 能加强我们一生一世与神同行的决心 － “所
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
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的。 ”

与神的话语的反省 － 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不能认识神。神的话语
是每个信徒饥渴之灵的奶和干粮。当一个信徒重生时，他在基督里
复活了。他的灵命不再死亡。
在灵命中生存的人需要吃灵粮。他靠神的话语的滋养就如他每天靠
水和食物来滋养他的身体。阅读和思考神的话语应该像吃饭喝水一
样有规律性的。这必须是信徒所维持的每日膳食。你是否每天都经
常阅读和思考神的话语？
以弗所书 4:11-14 帮助我们喜爱并不断地阅读神的话语，“他所赐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 为要成全

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14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结论 － 倘若我们对自己不能坦诚以待，那么就没有必要反省。不
过，如果我们作诚实的反省，却不肯为着周围的人，还有神和基督
的荣耀而有所长进，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那么反省也是徒然的。我们在 2013 年为基督所作的必
须不断延续直到 2014 年甚至到来年。我们在 2013 年没作成的，主
若愿意，我们能够在 2014 年继续！但愿所有神
的子民在基督面前能坦然为他们的生活作出一番反省。
阿们！

属灵操练（12 月份）
灵命激励
每天灵修读经，带来提醒、安慰、鼓励和鞭策。
透过圣经与神面对面交流。

金句背诵
（以赛亚 55: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主内郭全佑牧师

（以赛亚书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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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运动
感谢主的带领全年 9 书卷圆满结束，愿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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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好争竞的人之成果 – 箴言 26：21， “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就
如余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象征性对句法］- “余火加炭”
表示一块火热的炭会弄烧其他接触的炭，而 “火上加柴”指的是
新的木材碰到燃烧着的木也会烧起来。当一个文静的人接触到
好争竞 (爱吵架) 的人，后者就会煽惑争端，即挑启争论。这种
人比比皆是。远离他们，不要和他们来往，你就平安无事。
无法隐瞒 – 箴言 27：15 – 16，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
妇人一样；［象征性对句法］ 16 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象征性对句法］- 大雨之日指雨连续不停下
了一整天。争吵的妇人就像连连滴漏的大雨。这是 “旧人”的特
性。这种人难以被拦阻。就好像企图拦阻风一样，都是无法办
到的事。好争吵的妇人唠叨不绝。无人能让她闭嘴。一个 “右
手抓油”的人，右手满是油膏的香味，他不可能假装没有拿什
么。他右手的香气是掩盖不住的。这两种比喻所指的事实就是
争吵的妇人是无法拦阻的。一个基督徒妇女是不应该争吵的。
圣灵在她的心中运行，能够帮助她控制她的言语。要少开口，
更不可唠叨。

III. 争端的结果 –
a)
一生被毁 – 箴言 23：29 – 35 ，” 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
斗？谁有哀叹（或作：怨言）？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
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酒发红，在杯中闪
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
蛇。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或作：淫妇）；你心必发出乖谬的
话。 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 你必说：人打我，
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
酒。” – 喝酒给酒鬼 带来的一连串罪孽是很可怕的。从祸患(哀
恸)开始，接着是忧愁 ( 深深的悲哀)，然后就有争斗(吵架)。

当问题越来越恶化，他身边的人得承担他愚蠢行为之害。酒喝
得越多，他的生活就越失去控制。随着醉酒而来的往往就是奸
淫之罪。他无视于自己的罪孽深重。他的愚蠢行为有目共睹，
而他身陷惨境却不自觉。他对一切麻木不仁，一心只想去喝
酒。
b)

从话语到鞭打 – 箴言 18：6、 “愚昧人张嘴启争端，开口招鞭
打。” ［综合性对句法］ - 愚昧人所说的话能挑启争端。他以
话破坏生活。如果他的争端之言不停止就会导致动武。一切始
于煽动怒气的言语，气言导致相互推搡，接着就挥拳大打出
手！这类事件的报导在报章或者网上不胜枚举。信徒出言务要
谨慎以免祸从口出。

c)

从朋友变敌人 – 箴言 18：19 “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
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寨的门闩。” ［综合性对句法］ 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生活在一起。一
旦闹事，一方得罪了另一方使得彼此结怨。圣经说占取坚固之
城还容易过劝和结怨的兄弟。他们的争竞 (争斗) 有如坚寨 (宫
殿或堡垒)的门闩 。若要任何一方先道歉简直难如登天！

应用
挑启争端不应该是信徒的标记。一个不好争竞的信徒应该远离那些好
争竞的人否则也沾上他的争闹性。若要成为一个不挑启争端的人就要
服从我们救主耶基督的登山宝训。耶稣教导我们，真正基督徒应该宽
容饶恕。
马太福音 5：38 – 42,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39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
他打； 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41 有人强
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42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
的，不可推辞。”
郭全佑牧师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