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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叫人因為你與異性交往…… ．容易動怒……諂媚富貴 ． … ． ．氣量狹小．．．．．．

食言失信．．．．．．衣履誘惑．．…．輕佻放蕩．．．．．．論斷別人．．．．．．冒失發言 ．．．．．．以致小看你。

不可叫人小看你

不可叫人因爲你有不誠實的言行，或是說話喜好張大

其詞，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看見利盆就跑到前面，

與人同處總求自己的好處，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

喜愛虛榮，好出風頭 ，隨時顯露自己，誇耀自己，以致小

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妒賢嫉能，見別人得好處心中就不

樂意，以致小看你。

不可叫人因篦你與異性交往鬼鬼祟祟，言行舉止不光

明正大，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性清暴戾，容易動

怒，常常與人爭吵，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諂媚富

貴，輕看貧窮，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氣量狹小，

遇事不能讓人，不能忘記人的不好，以致小看你。不可叫

人因爲你輕易應許人什麼事，到時候卻食言失信，以致小

看你。

不可叫人因為你年輕，總

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不可叫人因爲你借貸別人的財務不知道及早償還 ，以

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注重修飾 ，衣履帶著一種誘惑

性，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輕佻浪謔 ，放蕩失檢，

苟言苟笑，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第你開口就批評人，

論斷人，只提人的短處，不說人的長處，以致小看你。不

可叫人因爲你冒失發言，冒失應對，說出一些不適宜的話

語來，以致小看你。

不可叫人因篦你得人的愛不知道感謝，卻忘恩負義，

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馬你不孝敬父母，不友愛弟兄，

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怠惰偷懶，作不好你面前的

本分，辜負人的付托期望，以致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爲你

只顧自己的自由，不知道體恤別人，以致小看你。不可叫

人因爲你總喜歡從別人得一些利盆，以致小看你。不可叫

人因篦你吸煙 、 飲酒以賭博爲消閑，或是有別樣嗜好，以

致小看你 。 不可叫人因爲你不守法律，違反規則，以致小

看你。不可叫人因為你不知道尊敬老人，扶助弱小，以致

小看你。不可叫人因為你言談舉止討厭取憎，以致小看你。

不可叫人因爲你言行粗魯，沒有禮貌，以致小看你。

「不可叫人因爲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爲，愛心，

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四 12)這

是保羅對他年輕的兒子提摩太所說的話，也是胂對你說的

話。

誰是你眞實的好朋友？

把你領到基督耶穌面前，使你因此得著救恩的人。肯

責備你的過失罪惡，引導你走順服神的道路的人。關心你

的信仰和德行，見你犯罪墮落，便憂傷難過，常規勸你提

醒你的人。用十分誠摯的心意與光明坦白的態度對待你的

人。見你富足尊貴不肯諂譽你，見你貧窮卑賤不肯遠離你

的人。見你傷心便來安慰你，見你遇危險便盡力救助你的

人。當你與別人衝突爭吵的時候，不但不袒護你，而且勸

阻你的人。勸阻你不要到酒館，賭場，電影院，卻催促你

去赴靈修會査經班的人。警告你不要與不信和作惡的人來

往，卻篦你介紹敬虔的信徒作你朋友的人。你有這樣的朋

友麼？務要多與他親近，敬愛他，聽他的勸導。這樣，你

便有福了。

我要信任所有人嗎？

基督徒不可不知道人心的鬼詐險幻，社會中種種的黑

暗罪惡，但基督徒不可沾染這些。基督徒與人來往交結，

寧可自己吃虧，不可使人吃虧。自己吃虧能榮耀神，使人

吃虧要羞辱胂；自己吃虧事後心中有平安，使人吃虧事後

心中受痛苦；自己吃虧常得人的敬愛，使人吃虧必受人的

恨惡。

不要輕易信任人，也不

要輕易懷疑人，除非清清楚

楚有還有據。

不要輕易信任人，也不要輕易懷疑人，除非清清楚楚

有憑有據地認識了一個人，總不要輕易斷定一個人的好

壞。不但口里不要輕易斷定他，連心里也不要這樣。人一

有了成見，就像戴上有色的眼鏡一樣；戴上那種顏色的眼



沒有力量反抗而不反抗固

然是好；但有力量反抗而不反

抗是更好。

鏡，無論看什麼就都是那樣的顏色了。以惡揣度人是一種

大罪；這樣做不但容易屈枉人，損害人，而且自己也要大

受損害。拿別人的短處作笑談的材料，是一件無知而且有

害的事。

幫助別人，將好處給別人，要看是自己的本份；受人

的幫助，得人的好處，要看是別人的恩惠。待別人有好處

總不要記念，別人待我有好處總不可忘記。能看見仇敵的

長處和所敬愛的人的短處，非大智的人不易作到。別人告

訴你說某人好，你不要輕易相信；恐怕對你說話的人是那

人的朋友，故意袒護他 、 譽讚他，或是對你說話的人也不

清楚認識他。別人對你說某人不好，你也不要輕易相信，

恐怕對你說話的人是那人的仇敵，故意污辱他，讒謗他，

或是對你說話的人也不清楚認識他。輕易相信別人的話是

很容易弄出錯誤和失敗來的。

小心你自己不要說一 次

謊，不要有一次以虛偽待人，

恐怕你免因此毀壞你一生的信

用。

要得人的尊敬，須先尊敬人，並作得人尊敬的事；要

得人的愛，須先作愛人並得人愛的事。不作這些卻一味地

希望得人的尊敬和人的愛，結果只能討來人的輕看和厭

惡。總不要當著許多人一直揭露個人的短處；就是出於善

意的勸告，也當尋找一個機會，同他單獨地談論。不要耳

朵太軟，昕別人說什麼就隨從。但也不要心太硬，總不肯

接受人的善意。要常虛懷若谷，樂納人言，將別人的意見

拿來作參考的材料。在砷面前求神的光照和指導。好的意

見都採納，壞的意見就摒棄。正如經上的教訓說： 「凡事

要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 」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 21)

我是否要面面俱圓？

處世待人只要自己對得起紳、對得起人，就不必顧慮

別人說什麼，或是批評什麼。一個愛神的人要叫人人都滿

意 ，都說好，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不要以爲「愛仇敵」

是理想的空談。我們的主和古代的門徒都已經實踐過這樣

的教訓了。（見路加福音 23: 34, 使徒行傳 7: 60) 處在

這樣邪惡的世界中，一個基督徒無論怎樣虔誠熱心，若沒

有勇敢 ，是斷不能站立得住。醫生爲病人治療傳染病時，

總是很留意地防備自己不要受病茜的傳染 。基督徒去尋找

拯救罪人或是去幫助軟弱跌倒的信徒時，也當這樣懷著戒

」心。

署 、幸福，無論怎樣讓步都可以 。但兌胂的真理和正義，

爲保守自己的信仰和聖潔，爲神的使命和委托，烏幫助需

要幫助的人，卻不能有絲毫的讓步和妥協。這是我們的主

給我們所留的榜樣，也是我們這些作門徒的人應當學習

的。

何時「大智」，何時「大勇」？

不要忽略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你不留意的時

候不曉得在暗中有多少只眼睛看著你、多少只耳朵聽著你
呢。小心你自己不要說一次謊，不要有一次以虛僞待人，

恐怕你竟因此毀壞你一生的信用。真有德行的人總不自己

表彰他的德行，真有學問的人總不自己顯揚他的學問，真

有才能的人總不自己賣弄他的才能。古語所說： 「大智若

愚 、大勇若怯」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無論什麼時候看見

人竭力顯揚自己，誇張自己，就可知道這人決不會有很高

的程度。以金錢地位衣履容貌炫耀人前的，正暴露他自己

的卑鄙；以這些去分別人的也是如此。許多人以在人前說

大話篦榮耀，其實說得出而作不到才是極羞辱的事呢！

基督徒處世待人萬不可與世人同流合污，但也不可故

意標奇立異；我們不怕烏順服砷的緣故受全世界的攻擊，

但我們也當遵行經上的教訓：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

人和睦。」（羅馬書 12: 18) 處世立身務要有定見，有決

心，有勇敢，有毅力。凡事只隨從神的旨意，不隨從人意

的指導；只敬畏砷，不懼怕人。當做的事不顧一切放膽去

作，不當作的事也不顧一切拒絕不作。

。王朗道（節選自 王明道．文庫第 一冊《窄門》）

某鼱會歸飆事

據說某教會有四位會友，名字分別是：每人都、某些
人、任何人和沒有人。

這教會有一項重要事工，每人都被邀請參與。每人都

相信某些人會做，任何人也可以做。你想後來有誰做呢？

沒有人。於是每人都埋怨某些人，因爲沒有人做任何人都

可以做的事。

後來教會又有另一件事，只邀請某些人參與。但某些

人卻很生氣，因爲這件事任何人都一樣可以做得到。況且，

這本來是每人都應做的事。最後，沒有人接手這件事，沒

有人把它完成。

如是者，每逢有工作要做時，總是沒有人做。沒有人

探訪病人、沒有人奉獻金錢、沒有人傳福音。簡言之，沒

有人是忠心會友。終於有一天，某些人離開了教會，將每

人都帶走了，任何人也沒有留下。猜猜只剩下誰？當然是

世界上可以有千百人心中恨我，但我心中我卻不可恨 1 沒有人！

一個人。受人欺侮，沒有力量反抗而不反抗固然是好；但 （暢懐恩譯）

有力量反抗而不反抗是更好 。篦自己的權利、地位、名



新官上任三靄本
自以為「了不起」，慢慢「了不得」，最後成「不得了」！

據國內各地教會消息，許多教會都在換屆選舉，可喜

的是，大多數中青年人經選舉走上領導崗位，有的甚至成

了教會中重要人物。筆者希望這些「新官上任三把火」'

把教會辦的紅紅火火，面向新世紀，再創新業績。但筆者

更主張：新官上任「三盆水」。

第一盆水＿＿－洗頭

頭要清醒，不要有權有位後，頭腦觀念也隨之腐化，

認爲「權力自上，無權不會，有權就貴」，自覺了不起。

要知道在教會中沒有甚麼名譽地位，衹有「僕人」二字，

完全是作僕人的服事工作。主耶穌在（可十 24-25)叫門徒

來，對他們說 ： 「你們知道，外幫人有尊爲君王，治理他

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衹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作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

爲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因爲人子來，並不是受人的服

事。乃是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砷今天抬舉我們，不是作老板，乃是作僕人。主耶穌

看重的，絕對不是領袖的統治權勢，而是領袖以僕人的身

份服事人的謙卑態度。因此，不要以爲有地位，自感驕傲，

沾沾自喜。這種是昔日法利賽人專愛銜頭，喜歡人稱呼他

爲「主」、「拉比」，喜歡居首位，要大家恭維他的現象。

要知道教會的領袖與社會領袖截然不同。社會上領袖，小

要服事大的。而教會是誰願烏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大

的要服事小的。教會的領袖與社會領袖天差地別，教會的

「官」不好當。

所以勸領導者洗頭後，必須清楚認識到自己的責任

感 ，這個責任感有三方面。首先：向神交帳。（希十 17) 「因

兌他們將來要向神交帳」，這是當前教會的警鐘。其次：

為人榜樣（提前四 12) 。「總要在言語、行篦、愛心、信心 、

行爲、清潔上作眾人榜樣」，這是命令，也是責任。接着

是提高、更高的要求，主說：「因爲多給誰，就誰多取；

多托誰，就向誰多要」（路十二 48) 。當上領導雖然是得恩

獨厚，但主對你要求也要高。故此不要過份注重從「世界」

來的「名」和「利」、「享受」，讓這些地位代替了神在你

心中地位，不可追求貪圖虛浮榮耀。有些人一旦權利到手，

自以爲「了不起」，慢慢「了不得」，最後成「不得了」至

終掉入權利的「陷阱」中。不但在神面前犯罪，本身身敗

名裂，砷的名受虧損。

第二盆水一＿－洗手

手要乾淨，要爲主工作，去服事主和教會。不能衹坐

在「官」位上，專門發號施令，當「搖控」指揮，自己手

一點都不動，必須以身作則，可耻的是，有些人利用手中

職權，以權謀私，作出那些不得見神見人的事情。另外 ，

還有一些人，一旦上任後，該作的屬靈事不作，不該作屬

因此地位上升，靈性下降，教

會「不冷不熱」不管 ，祇抓對自 己
有利可圄之事 ，表面上看整天都在

忙 ，內心靈性冷冰冰。

世的事卻很勞力。因此地位上升，靈性下降，教會「不冷

不熱」不管，衹抓對自己有利可圖之事，表面上看整天都

在忙，內心靈性冷冰冰，缺少安靜靈修禱告，之所以精疲

力竭，三更半夜，拿起筆想備講章，像「難產」一樣，縱

使產下講章，也是「畸形怪始」。禱告覺得不通，讀經覺

得無味，講道覺得有力無氣。日夜所思「錢、錢、錢 」 '

追求是吃喝玩樂，持守「三飽一倒」主義，禮拜天偶爾去

「坐」禮拜。有權，感謝主，利用權多爲主作工，無權也

感謝主，能安靜靈修。千萬不要篦權而爭得你死我活，誓

不罷休。更可鄙的是，有種人得不到，即討；討不到，即

買：買不到，即罵，最後衹有收取敗壞的果子。

第三盆水－~洗腳

腳要殷勤，爲人捨己。（約 13)裡記載 ： 耶穌站起來，

拿一條毛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就洗門徒的腳。主說：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尙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

當彼此洗腳（約十三 14) 。」有一位內地會監督說，真正的

偉人，真正的領導才幹，並不在於他有領導本領能夠把別

人貶之奴隸，反而是他毫無保留地獻出自己服侍他人。一

個教會領導應當要學習主耶穌在世傳福音的樣式，主不是

坐在辦公室、酒桌上，而是走遍各城各鄉教訓人，宣傳天

國的福音。他日夜奔波，上迦百農，下拿撒列，回伯大尼，

到西頓，渡加利利海，進耶路撒冷，去伯大賽……足迹佈

滿猶太地山山水水，浬浬坑坑，跑遍城鄉各地忠心天父所

交托工作。保羅三次冒險旅行佈道，建立了歐洲和羅馬教

會。這都是新官學習的榜樣。洗腳後的新官，不能單走上

層路、走旅遊參觀路；不能衹當旅遊的領導，不作群羊的

牧長。而是腳踏實地，深入信徒當中，當跑的路要跑，不

要整天泡在辦公室、會議室、酒席裡，不顧羊群的需要，

用平安的福音預備走路的鞋。最好要走入窮鄉僻壤的山區

教會中，牧養那些嗽嗽待養的羊群。不是以爲有了位子，

腳也懶了，上帝不重用懶蟲。殷勵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

常常服事主（罷十二 2)' 作合主心意的新時代的教會 「當

家人」。

最後以兩節經文與「新官」再次共勉：

箴四 23 : 「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篦一

生的果效是從心裡發出。」

雅四 s: 「你們親近神，紳就必親近你 。」

。鄉蜜勇（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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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5 日 試用 ）

新千年開始，幾位澳門年青基督徒及宣教士開始構思

建造一個「澳門基督教資訊網」。經多番策劃，又蒙「澳

門中華福音使命團」（中福）差會的支持， 這個工作終於

嶄露頭角。二 0 0 0 年七月一日澳鬥基督教文化節開幕之

際，也是該站正式啓用之時。該站資料來源包括·時代雙

月報，澳門基督教月報 ， 澳鬥基督教聯會等。

澳門華福事工異象分享

日期: 2000 年 6 月 26 日晚上八時

地點澳門神召會（東望洋街）

講員麥希真牧師（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

主辦世界華福中心澳門區委會

中 5奧擘繹學院紹生

秋季課程九月十一日開學 ， 日間課程包括·系統神學 丶

輔導學 、 佈道學 、 書法等；晚間課程包括 ：啓示錄研究 、

基督教教育、社會工作、多媒體設計等。全科生每學期 1 800

元，在職傳道減半。査詢 353297 I 33 9647 。

.-ti~ 昂.ari-a1-WI

活動 少年讀緤營

日期 2000 年 8 月 27-29 日（星期日至二）

主辦澳門讀經會（電353774)

活動 差傳嘉年華

日期 2000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內容下午三時至五時 聯合團契

晚上八時至十時 差傳培靈會（黃克勤主講）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 聯合培靈會

日期 2000 年 10 月 19-2 1 日 （星期四 、 五、 六）

地點志道堂 講員余達心牧師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 聯合佈道會

日期 2000 年 11 月 10- 11 日（星期五 、 六）

時間星期五晚， 星期六午 、 晚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講員陳恩明牧師

見證廖卓堅， 李立勝，關淑鈴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一 大會擬於星期六下午增設兒童佈道會，有意合辦

的團體請電 6673880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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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敎文化節內容：

．教會／機構暑期活動巡禮及聯合招生日（即場報名）

．精彩福音電影每日不停輪流播放

．基督徒樂隊／福音話劇團． 每日輪流不停演出

．余德淳親子講座，家長 、 子女都歡迎＇（設幼兒照顧）

．基督教現代音樂會，音樂敬拜會， 音樂佈道會
廣邀親朋戚友 絕對不可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