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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父子情深 
 

2017. 12. 31 (週日)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1:25-27） 

25 那時，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

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26 父啊，是

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27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

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

沒有人知道父。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1:27）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安靜反思】 

先思考一個問題，今天我們給神留下了多少時間？然後，再思

想今天的靈修經文。本節比福音書中任何一節，都更清楚地表

明了耶穌與神的“父子”關係。這裡用了兩個“知道”。“知

道”在聖經中所表明的不僅僅是了解和認識，還有一種情感上

的親密無間。所以，父神一切的豐富都會有形有體的存在於神

子耶穌基督裡，我們要了解父，就要了解子，不了解子，也就

無法了解父。 

 

如經文所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

他表明出來（約翰福音 1:18）”，耶穌是“道路、真理和生

命”，是我們到達天父那裡的唯一之路。那麼我們就應該更

多地來思想耶穌在世上的所思、所行、所講，讓我們真“知

道”神要向我們所啟示的真理。我們如何更多的“知道”耶

穌基督呢？就是要與祂建立起更親密的關係，就像祂與天父

建立起的這種關係。建立關係首先是意願，此外，還需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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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精力的付出。讓我們能更多的浸在耶穌基督裡，祂便在

我們的裡面，成為我們的心思意念，也成為我們行為的動力

和榜樣。 

 

感謝主，我們近期的每日靈修，都是在思想耶穌在世上所講

的話，我們願不願意每天都能拿出更多的時間來，細細地思

想耶穌的話語呢？我們能不能在一天中，都祈求神藉著這些

經文和我們講話呢？我們也要反思，我們一天給了神多少時

間和精力？是不是我們已經“住”在了耶穌基督裡？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讀了今天的靈修經文，好羨慕耶穌與您的

這種親密關係，現在您已經揀選了我，成為您的兒子，就求

您也幫助我，能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來與您、與耶穌建立

更親密的關係，讓您的真理也豐豐富富地住在我的裡面，我

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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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卸下重擔 
 

2018. 1. 1 (週一)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1:28-30)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

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

是輕省的。 

 

【安靜反思】 

昨天的靈修提到，神將一切的豐盛都放在了耶穌基督裡。今

天的靈修經文中，耶穌就發出了這樣一個極為美好及溫馨的

邀請，“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邀請我們來到

主耶穌基督的面前，來享受祂帶給我們的安息。 

 

這個邀請是對著未信主之人講的：在這個世界中有我們很多

擔不起的擔子，我們常常深陷苦痛之中，常常在泥潭中掙

扎，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我們不知道我們從哪來、到

哪去？我們也不知道人生的意義。但耶穌在這裡給我們指了

一條路，就是來到祂面前，祂就會幫助你卸下你的重擔，賜

給你安息，你願意嗎？現在就是時候，打開你的心，接受祂

為你的救主。 

 

這個邀請也是對著我們已信主之人講的：雖然我們接受了耶穌

為我們的救主，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如何卸下我們的重擔，我們

還是讓從世界帶來的種種擔子，牢牢的壓在我們的身上。耶穌

這裡告訴了我們這個去掉重擔得安息的方法，“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負軛”的意思是服從，主也說過“聽了我的

命令去行的，就真是我的門徒了”。重擔不會自動卸去，只有

當我們聽從主的命令去行，效法主耶穌的樣式去做的時候，才

可能挪去我們以往的重擔，得享主裡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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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才能更多、更清晰地明白主的命令，怎樣才能讓我行

出主的樣式呢？求主先讓我有這樣的心志！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求祢使我能敬畏祢。讓我願意明白您的心

意，不但明白，而且也願意毫無保留的去執行。真的很難，我

內心總是在與老我爭戰，但我知道您是得勝的神，求祢幫我，

讓我能更像我的主耶穌，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6 

 

靈修：安息日的主 
 

2018. 1. 2 (週二)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2:1-8） 

1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

穗來吃。2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做安

息日不可做的事了！3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

的人飢餓之時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4 他怎麼進了神的

殿，吃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獨

祭司才可以吃。5 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

裡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沒有念過嗎？6 但我告訴你

們，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7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

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8 因為人

子是安息日的主。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2:7-8）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

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安靜反思】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這裡耶穌不但宣告了自己的至高主

權，也為人們詮釋了“安息日”的本質。“安息日”是一種

儀式、一種外在的形式。這種外在的形式，是為了內裡的實

質而建立，為要使人們以對外在形式的遵守，來建立內在的

實質。但是人們久而久之就會將外在的形式替代了內裡的本

質，使形式變為了本質。法利賽人就是這樣，已經錯誤的理

解了神設立“安息日”的實質，僵化地遵守“安息日”條

例，變成了他們遵守安息日的目的。 

 

耶穌在這裡引用了何西阿書六章 6 節的一節經文“我喜愛憐

恤，不喜愛祭祀”，告訴我們，神真正渴望的，是人們心中

對祂的愛慕和忠誠，而不是恪守宗教的規條。耶穌所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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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對禮儀的遵守，而是這種外在的行為蓋過了內心的順

服。作為人子，耶穌並沒有違背安息日的條例，而是用自己

的言行真正的將其含義詮釋出來，好使我們這些屬神的子民

們能夠更加的清晰明白。 

 

耶穌的詮釋也暴露出法利賽人的律法主義，並在這種律法主

義之上建立的自傲，因而失去了憐恤之心，但主告訴我們的

是憐恤勝於禮儀！我們自己也可以將法利賽人的這樣想法當

做我們的一面鏡子，自我省察一下，我們自己是否也已經陷

入這種律法主義了呢？是否徒有其表的遵守一些宗教禮儀形

式，而失去了對弟兄姊妹的憐恤之心呢？求主憐憫！ 

 

【連結禱告】 

天父上帝啊，您在這裡不單單是指出了法利賽人的問題，這

也常常是我的問題，往往看重宗教的儀式，反而忘了它們的

本質，往往因著這些儀式的遵守而沾沾自喜，而忘了愛您和

愛人，求您饒恕。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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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自相紛爭 
 

2018. 1. 3 (週三)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2:22-28) 

22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帶到耶穌那

裡，耶穌就醫治他，甚至那啞巴又能說話，又能看見。23 眾

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嗎？”24 但法利賽人聽

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啊！”。

25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

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26 若撒但趕

逐撒但，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27 我若靠著

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

斷定你們的是非。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

到你們了。”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2:25）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

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 

 

【安靜反思】 

 法利賽人不管變換何等方式來指責、誹謗耶穌，都不能得

逞，反而被耶穌藉著這一切的事情，來宣講、闡明祂要向我

們啟示的真理。耶穌能知道法利賽人的意念，祂也能看透人

的內心。舊約時候的律法主要約束人們的行為，但是耶穌指

出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而發，我們不但要謹慎自己的行為，

也要敏感自己的內心，因為一切都逃脫不了主的眼目。心裡

恨人就是犯了殺人罪，心中有淫念就是犯了姦淫罪，我們要

將我們的內心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時時潔淨，這是我們在

這節經文中要學到的第一個功課。 

 

 我們在這一節經文中還要學習到另外一個功課，就是要除去

我們之間的紛爭，雖然這不是耶穌在這裡說這話的重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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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們的功課。“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

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也就像我們漢語常說的一句話

“家和萬事興”。我們在神國度裡的弟兄姊妹，要除去我們

之間的紛爭，我們在個人的小家中也要除去夫妻之間、親子

之間的紛爭。要除去紛爭，也要先看我們的內心，我們首先

在心裡，要憑著主的愛心彼此接納，相信每個人都是神特別

的創造，看到相同，接納不同，用愛心彼此聯結，一起同工

成就主放在我們生命中的使命。 

 

 如果現在我們還在生著某人的氣，對某個人有自己的看法，

這個人可能是自己的配偶、長輩、孩子、也可能是小組、教

會中的弟兄姊妹，還有可能是自己事奉團隊中的同工，我們

可以憑著主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而放棄我們內心的怨恨、

傷害，主動的與他們和好嗎？願主成就！ 

 

【連結禱告】 

天父，謝謝祢極豐盛的憐憫和恩典，求您每天都提著我的耳

朵來教導我，讓我看到自己的問題，求您潔淨我的內心，幫

助我驅散我內裡的污穢，也請您將您的合一放在我的心中，

讓我也能成為合一，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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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褻瀆聖靈 
 

2018. 1. 4 (週四)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2:30-32） 

30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

的。31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

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32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

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2:31-32）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

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

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安靜反思】 

這兩節的經文，咋讀一下，好像難以理解。聖靈是神，耶穌

也是神，難道祂們有高下之分嗎？不能褻瀆聖靈，難道褻瀆

人子就有情可原嗎？聖經的經文是合一的，宣講真理是一致

的，往往我們的問題就是開啟理解經文的鑰匙。 

 

耶穌在這裡所講的話也出現在其它的福音書中。馬可福音將

褻瀆聖靈（不可赦免）和其它一切的罪（可赦免）對立起

來，路加福音特別說出干犯人子的話也可赦免。在羅馬書和

哥林多前書中也都有相關的經文。綜合起來看，褻瀆聖靈泛

指用話語抨擊神，指明明知道神，也知道神的大而可畏和命

令，卻明確的拒絕神的權能（“褻瀆”參考七十士譯本的解

釋）。這樣看來這裡的話不是說人子耶穌比聖靈低，褻瀆祂

可以平安無事，不受處罰。而是耶穌在世的時代，當時的人

們還不認識耶穌是誰，這種情況還能原諒。但是今天的我們

已經知道聖父是神、聖子是神、聖靈是神，我們就應該俯伏

在三一真神的權柄之下，低下我們悖逆的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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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褻瀆”，不單單是語言，也包括了我們的行為和內

心。今天我們要學習到的功課，就是要實實在在地伏在神的

權柄之下。神是神，祂超越了一切，我們行事為人是不是已

經伏在祂的權柄之下了呢？還是常常地輕看神，不把祂當作

神，藐視祂，褻瀆祂呢？省察一下我們的內心，言語和行

為，求主憐憫！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主耶穌基督和聖靈，雖然我知道您是神，

掌管著萬有，也愛我，甚至為我釘死在十字架上，可我因著

裏面的罪性，還是常常無法順服；父啊，就求您讓我看到自

己心中不順服您的地方，去掉我心中其它的偶像，專心事奉

您。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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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審判閒話 
 

2018. 1. 5 (週五)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2:33-37） 

33 你們或以為樹好，果子也好；樹壞，果子也壞；因為看果

子就可以知道樹。34 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

好話來呢？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35 善人從他

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

來。36 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

要句句供出來；37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

定你有罪。 

 

【默想經文】（馬太 12:36-37） 

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

出來；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安靜反思】 

耶穌在馬太福音一開始就向以色列人呼召說:“天國近了，你

們應當悔改！”。天國是如此得美好，是我們每個屬神兒女

所盼望的。但耶穌再來的時候，我們每個人也都必須要經過

神的審判。這也是這兩節經文裡所表達的一個意思，我們今

天在這個世上的一言一行，最終都會呈現在神的面前，被祂

所審判。 

 

今天耶穌在這裡不止是在指責法利賽人，也是特別的提醒我

屬祂的所有兒女，要我們留心自己的言語，對自己所說的言

語負責。因為主再來的時候，要憑我們的話定我們的罪。因

為，我們的話語不單單是簡單的字句，並且是我們內在生命

的流露，我們語言表達出的是真實的自己。雅各書中也提到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

這人的虔誠是虛的（雅各書 1:26）”。 雅各接著進一步地解

釋說:“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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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全身（雅各書 3:20）”。可見我們要謹慎自己言語有

多麼重要。今天靈修經文更明白的告訴我們，我們所警惕的

不僅僅是我們的惡言惡語，還有“閒話”。“閒話”原文直

譯為“不幹實事”，此外還有“沒用的”和“不真實”之

意。所以神的要求，是要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語，都要榮神

益人。雖然很難，但我們靠著神的恩典，也要去堅守、去操

練、活出榮耀神的生命。 

 

有人統計過，我們一個人一天所說的話語，男人是五千字，

女人是一萬字，在這些話語之中，我們是不是每一字、每一

句都是在讚美神、造就人呢？是不是常常含有抱怨、傳言、

背後議論人、攻擊、誹謗，甚至虛假的謊言呢？求神勒住我

們的舌頭！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感謝您救贖了我，讓我脫離了罪的捆綁。

今天求您幫助我，讓我警醒我每日所出的言語，不要得罪

您，並能因著自己不當的話語，更深地來察看自己生命的欠

缺，也請您在我生命中工作，從裡到外地改變我也塑造我，

讓我將來可以坦然面對您的審判，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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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悖逆的心 
 

2018. 1. 6 (週六)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2:38-42） 

38 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子，我們願意

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39 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

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

看。40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

在地裡頭。41 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

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看哪，在這裡

有一人比約拿更大！42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

這世代的罪，因為他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

哪！在這裡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2:38-39） 

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子，我們願意你

顯個神蹟給我們看。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

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安靜反思】 

從福音書的記述中，很明顯文士和法利賽人，到目前為止，

已經聽到或者看到了耶穌許多的神蹟，但他們還要求再看另

外的一個神蹟！他們不肯接受已經經歷的一切，還要求更

多。表面上看，他們是想要有更多的證據去證明，他們很慎

重、很理性 。但實質呢？ 

 

從耶穌自己的回答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們的問題：他們

生長在悖逆的時代，有著一顆悖逆的心，不是沒有足夠的神

蹟顯給他們看，而是他們自己的內心不願意看到。他們雖看

到了耶穌的神蹟，但卻用似是而非、五花八門，甚至敵對的

道理去詮釋。真正的問題出在他們的內心，一個內心無神的

人，他怎麼也看不到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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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也是如此，神繼續在我們群體中間工作，讓如雲的

見證人圍繞著我們，祂也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工作，處處都是

祂做工的痕跡 。我們禱告，祂垂聽；我們軟弱，祂扶助；我

們悲傷，祂安慰 ；我們過犯，祂管教。我們生活的每分每秒

都在乎祂。我們應該時時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工作，我

們有看到嗎？ 

 

我們生長的年代，同樣也是一個悖逆的時代，我們還不能完

全除去我們老我的悖逆之心；我們也還常常會用自己似是而

非的解釋，來取代神的作為。不要再讓我們悖逆的心來蒙蔽

我們的眼睛！我知道神無處不在，祂就在我的身邊。今天你

可以數算出幾件神在你身邊的工作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請您原諒我和文士、法利賽人一樣有顆悖

逆的心，往往忽略了您的工作，看不到您的作為，就請您，

從今後，打開我的眼睛，時時看到您，也能藉此堅固我的信

心，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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