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
星期一）
「來跟從我」：「
來跟從我」：「作主門徒
」：「作主門徒」
作主門徒」的真諦和實
的真諦和實踐
高惠充先生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約 12:26)
1 基督徒與主關係的深化和進程
1.1 認識耶穌：門徒與耶穌的初次接觸，通常是他們聽到關於耶穌的傳聞，自己主
動找尋
找尋耶穌，或經別人轉介
轉介而認識耶穌的。(約
1:35-50)
找尋
轉介
1.2 跟從耶穌：耶穌主動呼召
呼召他們跟從他，作他的門徒，並將他們的工作提升及轉
呼召
化為使命 (「得人好像得魚一樣」) 。(太 4:18-20)
1.3 作主門徒：耶穌經過整夜禱告之後，揀選
揀選了十二門徒，又稱他們為使徒，要他
揀選
們常與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路 6:12,13;可 3:14)
2 「作主門徒」
作主門徒」的真諦和實
的真諦和實踐
2.1 嚴肅承諾：「使徒」並非榮譽、地位或階級，而是回應主的呼召，知罪悔改，
嚴肅承諾
終生委身，生活簡樸，天天背負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忠心努力侍奉，得到
主的喜悅，不惜放下一切，甚至捨去生命，追求屬天的事。
我怎樣重視自己對主的承諾和與主的關係？
還有甚麽保留？
反思問題：我怎樣重視自己對主的承諾和與主的關係
我怎樣重視自己對主的承諾和與主的關係
？還有甚麽保留
？

2.2 群體生活：與其他信徒在主的慈愛和恩典中，過着親切的團契生活，坦誠相處，
彼此相愛、接納、勸勉、包容、饒恕，關懷、服役、分享、合作，在現實環境
中，誠實面對和修正在日常生活中浮現的各種人性軟弱，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透過生活體驗而互相了解學習，一同成長。
反思問題：我與教會各肢體的關係如何
我與教會各肢體的關係如何？
我與教會各肢體的關係如何？要在那方面求進步？
要在那方面求進步？

2.3 各盡其職：各人的背景、性格、知識、才能、經驗、恩賜都不同；切勿互相比
各盡其職
較，乃要積極學習，裝備自己，人人各盡其份，共同建立主的家 ，並且在社
會各階層，對不同對象為主的名作見證 (在世上做鹽做光) 。

反思問題：我怎樣積極自潔和裝備自己
我怎樣積極自潔和裝備自己，
我怎樣積極自潔和裝備自己，合乎主用？
合乎主用？

2.4 效法耶穌：學習主的憐憫(行淫的婦人)
，温柔謙遜(負軛)，不批審、但不縱
效法耶穌
容(撒馬利亞婦人)，服役(洗足) ，順服(受難前的禱告)，寬容(十架上的禱告) 。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為要你們照着我為你們所做的去做。」
反思問題：我的思念
我的思念、
我的思念、言語、
言語、行為，
行為，達到甚麼「
達到甚麼「像基督」
像基督」的程度？
的程度？ WWJD?

2.5 與主連結：學道守道，常藉禱告、靈修、默想與主連結，向神支取力量。
與主連結
我每天的靈修生活〔
祈禱和學習聖經〕，
〕，付出了多少時間和努力
付出了多少時間和努力？
反思問題：我每天的靈修生活
我每天的靈修生活
〔祈禱和學習聖經
〕，
付出了多少時間和努力
？

2.6 嚴峻試煉：謹慎衡量代價，捨己從神作主門徒，甘願接受主的嚴格訓練、裝備
嚴峻試煉
和栽培，經歴艱苦，危難、饑餓、風暴，亦親眼看見不少神蹟，學習全心信靠
主，以備受主託付，作執行重要使命的「使徒」。
反思問題：我從生活上遇到的各種磨練
我從生活上遇到的各種磨練，
我從生活上遇到的各種磨練，學到了甚麽功課？
學到了甚麽功課？

2.7 身負重任：天父答應耶穌所求，將聖靈施予眾門徒，致能明識真理，廣傳悔改
身負重任
使罪得赦的福音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反思問題：我為自己的生命
我為自己的生命，
我為自己的生命，定下了甚麽能榮神益人的使命和目標？
定下了甚麽能榮神益人的使命和目標？

[附加經文供日後參考：2.1
2.1：太
10:37-39；16:24-26；可 8:34-37；路 5:8；9:23-25；14:26-33. 2.3：
2.1
2.3
林前 12:4-11,27-28；弗 1:23,2:19-22. 2.4：
2.4 約 8:11；太 11:28-30；約 4:16-18；約 13:4-15；太 26:39；
路 23:24；. 2.5：約
15. 2.7：約
16:13；徒 1:8;太 28:18-20；路 24:47；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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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1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
星期二）
與主相聚不相離
王思銳女士
1

天父永恆不變的心意：
天父永恆不變的心意：祂要與人同住
從聖經所記，由創世記至到啟示錄，天父「要與人同住」的心意都清晰可見：
 從創世神立伊甸園，與始祖相聚園中，卻因罪而分離 (創 2:8-18;
3:1-6,23-24)



命摩西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出 25:8,22)
耶穌名為「以馬內利」，翻譯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太 1:23)



耶穌求父賜聖靈 — 保惠師，居我們心內 (約 14:16-18; 林前 3:16;
弗 2:19-22)



將來在神的新天新地中，「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啟 21:1-3)

a) 你有知己好友自外地來，要在你家中小住，你會如何預備呢？
b) 你這個知己好友，想要與你長住，那你又會如何預備呢？
c) 天父的心意要永遠與你同住，你相信嗎？你願意嗎？你有所預備嗎？
（請分享歷程、體驗和實踐心得）
2

天父已經為我們預備
 父打發獨生子，主耶稣基督，捨己為罪人死，以寶血成就救贖；我們凡真
心相信，謙卑知罪悔改的，就白白得着赦罪的救恩 (約 3:16-18; 來
7:25-27;
約 3:3)
 父，又答應子所求，賜聖靈引領幫助我們，在完全福音(全福音、守道無篩
選)中長進，更像恩主 (約一 3:2; 加 3:27, 4:19; 腓 2:5 )
a) 你相信天父已為「讓你可與祂同住」所需的作好預備嗎？你的信讓你心裡
產生了甚麼改變？甚麼動力？甚麼行為呢？（請分享歷程、體驗和實踐心
得）
b) 你性情與主相近嗎？志趣與主相投嗎？你關心主所關心的嗎？你愛主所愛
的嗎？你憎惡主所憎惡的嗎？你與主彼此深切認識相交，如知己好友嗎？
（請分享歷程、體驗和實踐心得）
c) 俗語說「話不投機半句多」。若然 (2b) 的答案，多數是「不」的話，那
麼你是真心真意的希望永遠與主同住、相聚不相離嗎？（請分享歷程和真
我的體會）

3

將來在永恆中，
將來在永恆中，你家歸何處
你家歸何處？
何處？


有信心、有盼望、有實踐的追求「與主相聚不相離」(啟 21:1-7)



空談信、選擇性守道、對天父的心意和預備無動於衷 (啟 20:10-15; 21:8)

a) 反思自已的狀態，你在向那方向走呢？（請分享歷程、體驗和實踐心得）

2015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
星期三）
選擇人生正路
梁浩翹先生
「但你已經接受我嘅教訓同人生觀…
但你已經接受我嘅教訓同人生觀… 受上帝靈所感動嘅每一卷聖經，
受上帝靈所感動嘅每一卷聖經，對於教導真理、
對於教導真理、
指責謬誤、
糾正過錯、
指示人生正路，
都有益…
指責謬誤
、糾正過錯
、指示人生正路
，都有益
…」(提後 3:103:10-17)
1

還記得宋監督也曾勸勉準備入大專的年輕人：「最重要不是選擇什麼學科，而是
要選擇行這天路」嗎？無論我們是什麼年齡，今日這勸勉帶來我們什麼反思？
(建議思想: 把今日我們面對最大的挑戰和抉擇，代入「學科」中)

2

我們現在所行的，是一條怎樣的路？
(建議思想: 我們今日所追尋的，是什麼？每天所花的心思意念、精神力氣，最多
是放在哪裡？最喜歡和他人分享的，又是什麼？)

3

我們對於行天路能夠「今世得百倍，來世得永生」(可 10:29-30)，當中「今世得
百倍」的應許有怎樣的理解？我們對這應許有多相信？

4

若我們已選擇行這天路，我們有否義無反顧地把生命托付在這真道(即聖經教訓)
上？如果有所保留，為什麼？例如有關：
a)
b)
c)

擇友：「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林前 15:33)
擇偶：「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林後 6:14)
夫妻：「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 5:21-33)

d)

為人父母：「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他們。」(弗 6:4)

e)

為人子女：「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弗 6:1)

f)

工作：「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西 3:22-23)
金錢：「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 6:6-10)

g)

註： 1：以上經文僅為示範，聖經上還有其他相關教導，不能盡錄。
2：以上經文版本為和合本，也可參照廣東話版本。
5

在行天路的過程中，遇著什麼挑戰？有否動搖我們對行天路的信心和決心？
請思想：提後 1:12，2:12；羅 8:26；林前 10:13；加 5:25
請分享：失敗和靠主／聖靈得勝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