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9 日 

1 月 29 日 讀禱詩篇之二十九：詩篇第五十六篇 

作者：張雲開 

詩篇第五十六篇 

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衛。那時，他作這金詩，交與伶長。調用遠方無聲鴿。 

1 神啊，求你憐憫我，因為人要把我吞了， 終日攻擊欺壓我。 2 我的仇敵終日要把我吞了， 因逞驕傲攻擊我

的人甚多。 3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 4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 我倚靠神，必不懼怕。 血氣之輩能

把我怎麼樣呢？ 5 他們終日顛倒我的話； 他們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 6 他們聚集，埋伏窺探我的腳

蹤， 等候要害我的命。 7 他們豈能因罪孽逃脫嗎？ 神啊，求你在怒中使眾民墮落！ 8 我幾次流離，你都記

數； 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 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嗎？ 9 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

後。 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 10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 我倚靠耶和華，我要讚美他的話。 11

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12 神啊，我向你所許的願在我身上；我要將感謝祭獻給你。 13

因為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 你豈不是救護我的腳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嗎？ 

詩篇五十六篇的標題把內容和大衛為逃避掃羅追捕在非利士地投靠迦特王的經歷連在一起（撒上二十一 10

至二十二 1；二十七 1 至二十八 2），是屬於個人的申訴詩。全詩可被視為有兩個段落（1-4 節和 5-11 節），

各由同一個疊句作結（五十六 4b-c，11），而 12-13 節是申訴詩常見的結束元素：詩人表示信靠上帝和向上

帝許願感恩。 

詩人所面對的惡劣情況記載在兩個段落的起首部分（1-2 節和 5-6 節），仇敵的威脅是終日不斷（五十六 1c，

2a，5a），對詩人的心裡造成極大的壓力，令詩人懼怕（五十六 3，4d，11b）。但即使敵人的攻擊、恫嚇、

詭詐和威脅是終日不斷，惶恐終日卻始終不是詩人的生活寫照，因為他有上帝作為依靠。這不是說詩人說無

動於衷，毫無驚懼，而是說懼怕並不主宰詩人的生命，對上帝的依靠才是詩人生活的寫照。 

詩人對自己內心世界所感受的往往描繪的很真實和細膩，在這裏也不例外。面對周遭敵人對他所採取的

「7x24」的攻擊，詩人的回應並不是愚拙無見識的阿 Q 精神，自我安慰，但也不是精英化的勝利主義，否定

一切軟弱的可能。對詩人來說，對環境的「懼怕」和對上帝的「依靠」並不是不能同時並存的內心狀態。雖

然兩者並無互通，但對上帝的依靠幾乎都在某一個程度的懼怕陪同底下去實踐。順境底下毫無掛慮，水平線

上一塊雲彩都還未出現的依靠，是一種過渡性的境況，可能是一個巨大爭戰勝利後，下一場惡鬥之前的狀態。

但長期的順境意味著對上帝的依靠是一種未經歷練的依靠：很好，但深度成疑；不錯，但仍然要經得起挑戰

才持久。 

在患難的日子，詩人對上帝的依靠是「即使懼怕，仍然依靠（trust despite fear）」。所謂「必不懼怕（五十

六 4d，11b）」，不是「沒有懼怕」，而是「不讓懼怕宰制」。懼怕無法主宰詩人，是因為詩人有一個更大

的力量做支撐，這個更大的力量節制著詩人對環境的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五十六 4e，11c）」是

這種不懼怕的態度的典型表達，也是一種信念的宣告。詩人藉此說明，他所擁有最寶貴的東西是敵人無法奪

去的。 

幫助詩人這個力量不是只有陽剛的一面，祂對詩人也是同時極其溫柔。詩人知道他的痛苦被紀念，因而得到

慰藉（五十六 8）。 

但這個力量還有另外一面，是詩人一直擁有的一面：上帝的話語。詩人對上帝的依靠，脫離不了他對上帝話

語的喜愛和認識（五十六 4b，10b，10d）。上帝的話語，也是他隨時的幫助。可以說，詩人面對敵人的基

本方案是遵從上帝的話而行，因為在走投無路時，自己方寸大亂，盲亂摸索的時候，上帝的話是他「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詩一一九 105；參此處，13bc）」，為他指出一條不會絆倒他的活路。 

我的禱告：慈愛的天父，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與祢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主基督耶穌裏的。為此我不

住感恩。阿們。 

 

  



1 月 30 日 

1 月 30 日 讀禱詩篇之三十：詩篇第五十七篇 

作者：張雲開 

詩篇第五十七篇 

大衛逃避掃羅，藏在洞裏。那時，他作這金詩，交與伶長。調用休要毀壞。  

1 神啊，求你憐憫我，憐憫我！ 因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 等到災害過去。 2 我要求

告至高的神， 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 3 那要吞我的人辱罵我的時候，神從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發

出慈愛和誠實。 4 我的性命在獅子中間； 我躺臥在性如烈火的世人當中。 他們的牙齒是槍、箭； 他們的舌

頭是快刀。 5 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6 他們為我的腳設下網羅，壓制我的

心； 他們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細拉） 7 神啊，我心堅定，我心堅定； 我要唱詩，我要歌

頌！ 8 我的靈啊，你當醒起！ 琴瑟啊，你們當醒起！ 我自己要極早醒起！ 9 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

你， 在列邦中歌頌你！ 10 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 11 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

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詩篇五十七篇一般被視為是一篇個人申訴詩，標題上也指出與大衛生平事件的關連。撒母耳記上記載兩次大

衛躲藏在洞穴裏面（撒上二十二 1；二十四 3），就「休要毀壞（ʾal-tašḥēṯ）」，有指和大衛吩咐跟隨者不

能下手傷害掃羅有關（撒上二十四；二十六 9），但兩樁事件都和此調子名稱有不協調之處：前者ʾal-tašḥēṯ

一詞並無出現，而後者並非發生於洞穴之內。此調子名稱出現於詩篇五十七至五十九的標題上，可被視為是

標誌上帝的恩典，保守詩人不被毀滅。類似五十六篇，結構上本篇可分成兩大段（五十七 1-5，6-11），各

以同一句疊句作結：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第一段以祈求作開始，以對惡人的申

訴作結；第二段以對惡人的申訴作開始，以對耶和華的頌讚作結，令全詩以祈求開始，以讚頌結束，形成一

個親近上帝的人面對周遭凶險時的一個典型的心路歷程。和鄰近的詩篇一樣，詩人在五十七篇所面對的仇敵

以語言作為武器攻擊他（五十七 4；參五十四 5；五十五 3，9，12；五十六 2），再一次凸顯語言作為攻擊

和詭詐、傷害和欺騙的邪惡和不義的功能。在聖經的傳統中，無論舊約或新約，都重視說話的德行，對語言

的使用都有不同的勸誡。下列是幾處熟悉的例子： 

「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詩三十四 13；彼前三 10）  

「我曾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頭犯罪。」（詩三十九 1a）  

「耶和華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一四一 3）  

「我的嘴決不說非義之言，我的舌也不說詭詐之語。」（伯二十七 4）  

「謹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張嘴的，必致敗亡。」（箴十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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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一 26）  

「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雅三 6a）  

「一切哭毒、惱恨、忿怒、嚷鬧、譭謗、並一切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弗四 31） 

與人的惡言和詭詐相對的是耶和華的「慈愛（ḥęsęḏ）」和「誠實（ʾęmęṯ）」（五十七 3，10）。Ḥęsęḏ 基

本上是一種委身，一種不離不棄的忠誠。光把它翻譯成「慈愛」並不準確，有人把 ḥęsęḏ 描繪為“loving 

covenant obligation”，雖然比較累贅，卻清楚指出 ḥęsęḏ 的三個基本要素：富善意的行動、帶承諾的關係和

力堅持的忠誠，是耶和華對祂子民的基本態度，也是以色列對她上帝屬性的基本理解（參出二十 6；三十四

6-7；民十四 18；尼九 17；詩八十六 15；一零三 8；珥二 13；拿四 2；彌七 18 等）。ʾęmęṯ 也可翻譯為

「真實」或「可靠」。在舊約裏頭，ʾęmęṯ 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指言行上的一個真、誠、實的道

德取向（申十三 14；二十二 20；王上十 6；二十二 16；箴十二 19；亞八 16），也是一件物件質素的保證

（參耶二 21）。 

這個雙重恩典讓我們看見耶和華給予詩人的，並非單單是「身邊有人撐」的支持；詩人要的，也不單純是情

緒上的安穩和平安。上帝的愛有道德性，詩人也知道耶和華施恩救他（五十七 3b），大前提是他並非和那些

陷害他的敵人同行一路。詩人被敵人所害不能是一個「黑吃黑」的結果。如果詩人不能和那些人分出來，也

就經歷不了耶和華的恩惠。詩人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稱讚上帝的崇高，頌揚耶和華的榮耀，因為祂不單從敵

人手上救了他，也救了他脫離邪惡，指引他走正直的路（參詩五十六 13）。 

我的禱告：慈悲的上帝，求祢不要讓我單純把祢當作我的避難所，因為祢也是我的生命之光，不叫我遇見試

探，也救我脫離邪惡。阿們。  



1 月 31 日 

1 月 31 日 讀禱詩篇之三十一：詩篇第七十一篇 

作者：張雲開 

詩篇第七十一篇 

1 耶和華啊，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2 求你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救拔我； 側耳聽我，拯救我！3 求

你作我常住的磐石； 你已經命定要救我， 因為你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 4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脫離惡人

的手，脫離不義和殘暴之人的手。 5 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盼望的； 從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6 我從

出母胎被你扶持； 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讚美你！ 7 許多人以我為怪， 但你是我堅固的避難所。 8

你的讚美，你的榮耀 終日必滿了我的口。 9 我年老的時候，求你不要丟棄我！我力氣衰弱的時候，求你不要

離棄我！10 我的仇敵議論我；那些窺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議， 11 說：神已經離棄他； 我們追趕他，捉拿他

吧！ 因為沒有人搭救。 12 神啊，求你不要遠離我！ 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幫助我！ 13 願那與我性命為敵的，

羞愧被滅； 願那謀害我的，受辱蒙羞。14 我卻要常常盼望， 並要越發讚美你。 15 我的口終日要述說你的公

義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計其數。 16 我要來說主－耶和華大能的事； 我單要提說你的公義。 17 神啊，自我年

幼時，你就教訓我； 直到如今，我傳揚你奇妙的作為。 18 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

我！ 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 19 神啊，你的公義甚高； 行過大事的神啊，誰

能像你！ 20 你是叫我們多經歷重大急難的， 必使我們復活， 從地的深處救上來。 21 求你使我越發昌

大， 又轉來安慰我。 22 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稱讚你， 稱讚你的誠實！ 以色列的聖者啊，我要彈琴歌頌

你！ 23 我歌頌你的時候， 我的嘴唇和你所贖我的靈魂都必歡呼；24 並且我的舌頭必終日講論你的公義，因

為那些謀害我的人已經蒙羞受辱了。 

詩篇七十一篇沒有標題，加上內容和選用的字眼和詩篇七十篇有重疊（例如：兩首詩都使用和羞辱有關的相

同字眼［詩七十 2，3；七十一 13，24］），令部分學者覺得七十一篇是七十篇的延續，應該一起閱讀，但

在這裏我們保留正典的編排，把它們分開來讀。全篇以第一人稱表述，內容可以分作三個段落：1-8 節是詩

人的申訴，求上帝救他脫離惡人之手（七十一 4）；9-13 節第一次提到「年老」一事，詩人求上帝不要讓他

晚年受辱；14-24 節表述對上帝救恩的盼望，詩人末後狀況越發昌大，謀害他的敵人倒受羞辱。老人有一輩

子的經歷在他背後，不論面對持續的患難還是新出現的難處，過去上帝恩待的經驗可以成為支持老人今天面

對困難的資源。第 6 節詩人說他「從出母胎就被耶和華扶持」，17 節他說「自他年幼時耶和華就教訓他」，

都是這個現象。他以耶和華為他的「磐石」（七十一 3a），「巖石、山寨」（七十一 3c），「避難所」

（七十一 7b），雖然都是一些在巴勒斯坦地勢場景底下的標準說法，但出自一個老人之口，份量卻是不一樣，

因為這些稱謂的背後累積了一輩子的經驗和教訓。但老人也有老人的弱點，其中最沉重的是人到老邁之時，

對被人離棄之恐懼也有增無減。詩人求耶和華「在他年老的時候不要丟棄他」（七十一 9），「到他年老髮

白帶時候不要離棄他」（七十一 18），充分表現老人的無助。對一個氣力衰敗的人來說，沒有上帝的幫助，

根本無法面對敵人不斷的衝擊。「上帝已經離棄他，我們追趕他，捉拿他罷，因為沒有人搭救他」（七十一

11），這些話來自敵人的口，即使對一個經歷過上帝恩典一生的老人來說，仍然會帶來一種說不出的惶恐和

震慄。信靠那自幼扶持他的耶和華是他唯一的屏障。 

與此同時，老年人對前面日子的憧憬，直接影響他每天生活的力量和勇氣。對詩人來說，上帝不單自幼扶持

他，也是「叫他多經歷重大急難」的那位（七十一 20）。這句話可以代表詩人對上帝的氣憤和對生命的沮喪，

但在這裏，它只能代表詩人對上帝的完全信任和交託，因為他意識到他並非在生命的美善當中才看見上帝的

足跡，原來上帝也臨在生命的苦和生命的醜之中。從始至終，詩人的生命都沒有失控過，因為好與醜，喜與

悲，聚與散，苦與樂，都在上帝的臉光和護理底下渡過。人生多有意外之事，但在上帝的字典裏卻找不到

「意外」一詞。所以面對人生的終極無助之事：死亡，詩人仍然維持他的盼望：「祢必使我們復活，從地的

深處救上來」（七十一 20），「我的嘴唇，和祢所贖我的靈魂，都必歡呼」（七十一 23）。詩人大概沒有

新約信徒因著基督復活而對死亡有新的理解，但對他來說，就算是死亡，也不是「羞愧」而死（七十一 1b），

肯定不會死在「惡人之手」（七十一 4a），不會「無人搭救」而死（七十一 11c）。即使年老，上帝仍然會

讓他「昌大」，經歷「安慰」（七十一 21）。如果復活是一種平反，那麼在對復活缺乏認知底下，這可算是

詩人從耶和華那裡得平反最切實的盼望的表述了。老人當然在意他留下來的遺產。對詩人來說，上帝在他年

老時候持續的保守，正正讓他可以「將祂的能力指示下代，將祂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七十一 18bc）；

「傳揚上帝奇妙的作為」（七十一 17b），不光是詩人的志業，也是他的遺贈。 

我的禱告：全能的天父，再過數載我就年屆花甲。即使我的平生沒有大衛那樣跌宕坎坷，但我明白我行過所

有的道路都在祢的臉光當中，在祢沒有轉動的影兒。懇求天父叫我老而不懼，老而不悲，老還能敬，老亦能

愛。奉基督名求，阿們。 



二月一日 

我们不能常在罪中 

作者：蔡少琪 

 

罗马书六 1-2 

6:1 这样，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住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 

6:2 断乎不可！我们向罪死了的人，怎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直译】 

 

基督徒必须「惧怕罪、恨恶罪、远离罪、抵挡罪」。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以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的事实提

醒我们，我们不能再任意犯罪，再作罪的奴仆。在 6-8 章，保罗教导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的人，要提防三个

歪理： 

歪理一：因信称义后，仍可以任意犯罪，因为恩典足够有余！ 

歪理二：有特殊得胜经历后，我们就能完全脱离罪的试炼！ 

歪理三：信主后却仍有许多挣扎和捆绑，就怀疑自己是否得救！ 

在 6-8 章，保罗指出，因信称义之路是充满挑战的，但我们必须常住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将会有各种内外交

战、试探、叹息、痛苦、灰心和甚至跌倒的时候。但我们绝不能再让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上作主作王。我们若

坚持依靠圣灵的大能和相信神奇妙的保守，我们必能得胜且有余。 

 

很多人有这歪理：「多放纵也不怕！将来再求赦免，就可以！」保罗用「住」(epimeno)(abide)和「活」

(zao)(live)两个动词去表达教导我们：「真心信主的基督徒不应该『住在、活在、常在』罪中。」基督徒偶然

因软弱，也有失跌和犯罪的时候，但我们在态度和原则上，绝不能纵然容自己长期在罪中。有些人甚至边放

纵，边祷告，边求恩典！他们却因自己的放纵，产生许多悲剧，绊倒很多人。保罗警戒我们：不能住在罪中！

不能常在罪中！「神的恩典和怜悯」是要救我们「摆脱和远离」罪恶的捆绑，而绝不是让我们「沉溺」在罪

恶之中！ 

 

美国有名女歌手惠妮·休斯顿(Whitney Houston)母女都被私欲捆绑的悲剧是一个极伤痛的鉴戒。她年幼在教

会诗班成长，后来成名，结交损友，常与丈夫一起吸毒。后来家庭破碎，声线破坏。她曾分享：「我边听诗

歌，我边吸毒。」她曾说：「最大的魔鬼是我自己。我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或是自己最坏的敌人。」吸毒

的捆绑带来悲剧，她最后死在浴缸中。最悲哀的是她的女儿也步她后尘，也常吸毒和放纵，最后在母亲死后

三年，女儿也是因吸毒昏迷在浴缸中，后死亡。常在罪中不是恩典，是生命的诅咒！常常远离罪，才是恩典，

才是丰盛！ 

 

思想 

你有「先放纵、将来再求赦免」的歪理吗？你有惧怕人知的幽暗面吗？ 



你「惧怕罪、恨恶罪、远离罪、抵挡罪」吗？背诵今天经文，并作祷告，说：「主啊！求祢救我脱离各种私

欲的捆绑！让我惧怕罪、恨恶罪、远离罪！」 



二月二日 

我们已经基督联合（一）：向罪死、向主活 

作者：蔡少琪 

 

罗马书六 3-5 

6:3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6:4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6:5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基督徒受洗时，要铭记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一生要「向罪死、向主活」。受洗表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

死、同埋葬，也必将与祂同复活。保罗借着过去时态和已完成时态的动词去表达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洗礼和与基督联合的事实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再与罪恶联合，我们要远离曾沉沦于罪中的旧生命，要有效法

基督的新生命，每天要与主同在、同行和同工。 

 

保罗用多个「一同」的表达去带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希腊字加上 su 或 sun等前置词时能带出「一

同」的意思。在罗 6:4-8，保罗用五个 su或 sun为首的用词，带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已经有与基督同埋

葬、同联合、同钉十字架、同死、同活的事实，因此我们不应再走被罪牵引的老路。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词组的直译是「让我们也行在新的生命中」。保罗用现在和将来时

态的动词去强调，我们信主后，就应努力远离罪恶的捆绑，学习每天与基督同行同活，更要在将来的复活里

有分。 

 

真心信主和受洗的基督徒是已经与基督联合，每天就必须有效法基督的生命。每天「向罪死、向主活」，就

是每天坚持行在光明中，走能荣耀神，能讨神喜悦的路。每天「向罪死、向主活」是基督徒的福气、美丽和

见证！《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说得好：「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祂为乐。」每天与基督同在、

同行、同工，每天「向罪死、向主活」，每天活出基督的香气，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福气！你珍惜这福气吗？

你有这福气吗？ 

 

思想 

你立志一生跟随耶稣，与祂同死、同活、同复活吗？你今天决心「向罪死、向主活」吗？记得《我已经决定》

这诗歌吗？「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义无反顾，义无反顾。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永不倒退，永不倒

退。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你今天仍有这心志吗？ 

  



二月三日 

我们已经基督联合(二)：与主同活、远离罪恶 

作者：蔡少琪 

 

罗马书六 6-8 

6:6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6: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6:8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耶稣曾教导我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 8:34)保罗提醒我们，信主的

人有极宝贵的恩典，就是能一生与主同活，也将在主的复活里有分。我们不要再作罪的奴隶，要信神必拯救

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不再作罪的奴仆」这词组可翻译为「不再像奴隶一样去服侍罪」！6:6-8 谈到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和

同死，我们也要相信也将与祂同活。「脱离」(dikaioō)这词可翻译为「称义」或「释放」。犯了死罪的囚犯，

被处死后，以前的罪就抵消了，罪就不再辖制他。与基督同死的人，就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借着基督被钉

死，人类的罪债能被还清。借着信和受洗，我们领受了这罪债的还清，更在基督的死和生里联合，所以我们

不要再作罪的奴仆。 

 

「旧人」就是被罪操控，作罪的奴隶的旧人。当我们因信与主联合，「旧人」已经被钉死了！因此，我们为

何仍要像奴隶般去服侍罪呢？「同活」这动词是将来时态，保罗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曾常犯罪的旧人无

关了，脱离了。我们已经是新人，也要有新生命、新生活。在弗 4:22-24 和西 3:9-10，保罗也有类似的教导：

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心志更新，要更像恩主。 

 

不断要服侍「罪」的人生是悲惨的。信主的人为何仍要一生被罪捆绑，一生被私欲，被罪恶，被恶人任意使

唤呢？信主的人为什么仍甘心成为拜金的奴隶、无脊骨的奴隶、被脾气和任性操纵的奴隶、被黑暗势力和私

欲捆绑的奴隶呢？真正的自由和高贵的人生，就是能一生光明正大，一生有行善的自由。有名的黛安娜王妃

曾谈到她与查理王子和他情妇卡米拉的复杂关系：「我们有三个人在婚姻里，实在太挤迫了。」纵然他们在

地上是贵族，但私欲捆绑了他们，他们只是罪的奴隶，留下的结局是何等伤痛和悲哀。我们不要再走旧人的

死路！ 

 

思想 

有人仍像奴隶般去服侍罪（服侍私欲、服侍金钱、服侍恶势力）吗？ 

你羡慕他们吗？现今的你仍是服侍罪的奴隶吗？你每天有与主同行吗？ 

  



二月四日 

你有真生命吗？你有一生「向神活」的生命吗？ 

 

作者：蔡少琪 

 

罗马书六 9-11 

6:9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6: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6:11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耶稣已经复活，死亡不能作基督的主，也不能再成为我们的主。「作主」(kurieuō)这词对比 6:6 的「作奴仆」

(douleuō)。神本是人类的主，但人类因堕落，让死亡和罪恶成为世人的主，就被私欲、不义和罪恶捆绑一生。

但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要显明一个真理：信主的人已经有主权的移交，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神才是我们的

主，我们要效法基督，天天向神活。 

 

基督「不再死」这事实提醒我们：死亡和罪恶已经也不能在与基督联合的我们的身上有主权！已经复活的基

督永远向神活的。耶稣说：「我常做祂所喜悦的事。」(约 8:29)「向神活」就是一生讨神的喜悦，一生信靠

神、听从神并荣耀神。基督立下了「向神活」的榜样，我们要一生「向神活」，一生讨神的喜悦。 

 

奋兴家宋尚节有一表达：「作死的活人，不作活的死人。」真正蒙福的生命是在人内心里，有真生命、有真

美善，有神的喜悦。一生向神活的人才是真正的活人，纵然外在我们会经历各种艰辛，我们才是真正活着的

人！相反，悲剧的人生，是那些纵有华丽的外貌和身份，但里面却充满了自私、私欲、阴谋、诡诈、不能见

光的生命。这只是外表风光，但实质是行尸走肉的死人！约翰说得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

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一 5:12)没有向神活的生命，人就只是罪的奴隶，最终在神那里只能得着审判和羞

辱。 

 

保罗一生向罪死，向神活！临殉道前，他鼓励我们追求「三了」的人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

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后 4:7)上世纪美国基督徒百货大王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1838-1922)临死时留下他的秘诀：「在神里面思想，在神里面努力，在神里面流汗，信靠神是我

人生的目标，是我人生的全部。」能一生讨神喜悦，才是真福气！ 

 

思想 

你羡慕「三了」的人生吗？你有努力追求「三了」的人生吗？ 

今天你能立志做三件神喜悦的事吗？你是「活人」，定是「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