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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處世漫談 

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看太 5:13，14） 

所以我們信徒必須懂得處世，為主作美好見證。 

 

失敗 

劉廣華牧師 

 

 上一期的題目是成功。俗語說﹕“有成

功， 必有失敗。”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永

遠成功。自從始祖犯罪離棄神以後，失敗

就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世上沒有一個人不

經歷過失敗的。俗語又說﹕“失敗乃成功之

母。” 換句話說，失敗對我們有益。只要

你不灰心，不放棄，總有一天，你會再站

起來，達到成功的地步。 

 然而，什麼叫做成功？我們基督徒應

該持什麼態度去看成功？世人的成功觀是

大富大貴，有權有勢，出人頭地。我們基

督徒的看法卻不是這樣。當主耶穌在地上

的時候，對跟隨祂的人講了一個比喻，記

載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這個比喻的主

要內容是這樣：有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

叫了他三個僕人來，按著他們的才能，把

他的財產交給他們管理。一個領受了五千

銀子；一個領受了二千；一個領受了一千。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

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賺了二千。雖然

聖經沒有記載他們怎樣去賺，但是我們可

以想像得到，他們一定經過許多次失敗，

才達到成功。那個領一千的，可能開頭也

想去多賺一千。可是，當他看見比他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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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個大哥，一開頭就大大的失敗，他就

害怕起來。於是他對自己說﹕“我倒不如將

我主人的銀子埋在地上，等他回來的時候，

完封不動的還給他。” 豈知當主人回來的

時候，竟大大的處罰他，卻稱讚他兩個大

哥，說他們做得好。 

 從這個比喻，我們可以學習一些有關

成敗的真理。在主耶穌的眼中，成功就是

不管你為神做什麼，你若盡你的能力去做，

做到 “好” 的地步，就是成功。原文聖經的

意思是，按你的才能去做，已經做到不能

再好的地步。英文叫做 well done。翻譯聖

經的學者就用一個 “好” 字來代表。那什麼

叫做失敗呢？失敗就是你不肯把握機會去

嘗試。換句話說，失敗就是你不肯使用神

給你的恩賜去事奉神。這種失敗的結果，

不單是在今世白佔地土，在來世還要被主

斥責。 

所以，我們所懼怕的，不是失敗，而

是不去嘗試。 當然，去嘗試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你已經盡你所能去嘗試過了。你對

得起你的良心；你又對得起你的主。到那

日，與主面對面的時候，你就坦然無懼了。

那領受一千銀子的僕人若肯去嘗試，就算

他連本也失去了，我相信他的主人也不會

怪責他。 

 親愛的的弟兄姊妹，我們要為主勇敢

的使用祂已經給了我們的才能。只要我們

的心是向著主，為了主，而不是為了自己，

就算失敗，我們的內心也不會失去平安。

不過，我們絕對相信，只要我們是向著主，

和為了主，主會給我們力量去完成祂交付

我們的工作。那領受五千和領受二千的僕

人，就是我們的好榜樣。 

 

 

舊約聖經中的人物(一) 

褚李杭 

 

為了答應孫月蘭小姐，她是本刊

物 “珊瑚泉之光”的執編，她要求我

為本刊寫一些關於舊約聖經中的人

物，我既答應了就不得不開始整理要

寫的資料，這樣也就不得不將全本聖

經略溫習一遍，好讓讀者有一個深刻

的印象。 

聖經是由舊約和新約組成的，如

果要知道舊約裡的人物，就要明白舊

約裡所包含些什麼從神而來的信

息，也就得先了解一下全本聖經的連

結，聖經是一本神藉著人的手所寫

的，聖靈所啟示的，有四十位作者，

舊約有三十九卷書合成，裡面完全是

聖父的啟示(舊約稱耶和華為神)，新

約是將舊約預表的救主耶穌基督道

成肉身顯現出來，那就是聖子的啟

示，使徒行傳是關於聖靈的啟示，新

約裡的書信都是父、子、聖靈三位一

體的啟示，最後預言啟示錄，是老約

翰主基督的門徒所寫，預言主基督將

再來和世界末日的情況。 

整本聖經的中心就是記在約翰

福音三章十六節，顯示耶穌基督是世

界全人類的救主(約 14:6)，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舊約

大致都用希伯來文寫成的(有幾段是

用亞蘭文寫的)，在主耶穌降生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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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舊約聖經已全部譯成希臘文。 

新約是用希臘文寫的(因為當時猶太人是被希臘所統治)，英文聖經是從原

文翻譯出來的。我們的中文聖經是英文，同時又參照著原文而譯成的。到此關

於新舊聖經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概念，他們都是同等重要來表揚神的愛和全人

類救恩的旨意。現在就只講舊約聖經的重要人物，如果從創世記到瑪拉基書，

裡面的人物很多，約有四十位，我雖然不能每一位都詳細描述，但是至少也得

讓讀者知道是那四十位：  

 

1. 神 

2. 魔鬼 

3. 亞當 

4. 挪亞 

5. 亞伯拉罕 

6. 以撒 

7. 雅各 

8. 約瑟 

9. 法老 

10. 摩西 

 

11. 亞倫 

12. 迦勒 

13. 約書亞 

14. 俄陀聶 

15. 底波拉 

16. 巴拉 

17. 基甸 

18. 耶弗他 

19. 參孫 

20. 路得 

 

21. 撒母耳 

22. 掃羅 

23. 大衛 

24. 所羅門 

25. 以利亞 

26. 以利沙 

27. 以色列諸王 

28. 約沙法 

29. 希西家 

30. 約西亞 

 

31. 以賽亞 

32. 耶利米 

33. 以西結 

34. 但以理 

35. 尼布甲尼撒 

36. 古列 

37. 所羅巴伯 

38. 以斯拉 

39. 尼希米 

40. 以斯帖 

  

這些名字都是按照舊約的章節的先後次序排列下來的，按照以上的人物排

列，第一位要講的卻不是人，而是 “神” 。 

神(在舊約時有幾個稱呼，最普通的是稱為耶和華)，這就是那獨一的真神，

也就是那創造天地萬物的神，祂的出現就在創世記的第一章，全章都是敘述神

怎樣在六日內創造這世界和第一對夫妻，也就是第一個家庭。在 (詩 102:2)和

先知以賽亞書 40:2，都證明祂是獨一的真神，聖經裡未提到，神是三位一體的

神，祂雖然是一體，可是祂也有三種位格，一是聖父，就是舊約裡的耶和華，

這是第一位格，在新約裡的主耶穌是第二位格，是聖子，第三位格就是聖靈在

主耶穌被接升天之後，祂差聖靈降臨，住在每個信徒的心裡。神的性格就是愛

世人，就是(約 3:16)所寫的，祂是好憐憫，賜恩惠的神，也是好公義的神，聖

潔的神，世界沒有一個人能測透神的心意，我們人只有敬畏順服祂，遵守祂的

戒命，彼此相愛，這樣世人就知道我們是祂的兒女，祂的戒命就是愛神和愛人。 

 

其他舊約聖經中的主要人物將在未來的刊

物中依序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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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別贈言 彼此共勉 

王同樂 

 

第一次見到許執事是在一九九一

夏天，母會馬可團契的一次聚會裏，當

時我是團契的主席，許執事住在東邊的

Miami Downtown，想來參加馬可團契聚

會，問我能不能幫他找一個 ride，當時

馬可團契的弟兄姐妹大部份住在西邊

的 West Kendall，沒有人住在 Miami 

Downtown， 當然許執事以後就沒有機

會再來馬可團契參加聚會，我常為這件

事感覺虧欠。 

一九九二年八月底，我們從 Miami

搬到 Broward County，開始在珊瑚泉福音

堂事奉 神，三年後，許執事一家也搬

到珊瑚泉市，從這以後我們有將近十一

年的時間一起同工。許執事個性爽直，

做不到的事情他從來不承諾，但是一旦

擔當的事工， 他一定負責到底。他除

了教主日學帶領查經之外，從二千年初

到二千零二年底，擔任過三年馬太團契

的主席，之後又擔任過一年馬太團契的

輔導，許執事除了事奉忠心之外，也看

到神給他在領導及教導方面的恩賜。母

會在二千零三年三月十六日， 在珊瑚

泉福音堂按立許執事為執事，這是珊瑚

泉福音堂在二千零四年一月四日，正式

獨立為教會之前，母會為我們按立的最

後一位執事。 

許執事對華人的宣道事工有極大

的負擔，從二千零四年教會獨立之後，

許執事一直擔任教會宣道部部長，積極

參與教會的居留所福音事工，每年去大

陸，總是竭力向他周圍的華人傳福音，

他美好的見證就像雲彩一般環繞在弟

兄姐妹之中，除了激勵弟兄姐妹之外，

也為我們做了極好的榜樣。在他的事業

上，神也大大賜福給他，好讓他有機會

成為福音的出口。 

在許執事的事奉上，許太太一直是

他忠心的同工及支持者，她默默無條件

的事奉必被神記念。他們心愛的獨生

女，修遠，在出去上大學之前，一直在

主日崇拜及詩班司琴來事奉 神，不論

功課多忙，或是身體不舒服，她事奉 神

的心志從來不減退， 即使寒暑假回家

看望父母親，也積極參與教會的司琴事

奉，身教重於言教，我相信許執事夫婦

表裡一致的信仰，已經在他們女兒的信

仰中，建立了深厚基礎。 

在神差派許執事夫婦去另一個事

奉工場之時，願意用下面兩段經文，與

他們彼此共勉: 

 

1. 記念過去，“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
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 65:11) 

 

蒙恩得救之後，我們的生命裏滴滿了 

神的脂油與恩典.不是我們配得，乃是

神極大的恩典，一位願意紀念 神賜

給我們各樣恩典的人，才會在 神家

中以感恩的心，忠心事奉 神，也是

蒙 神更大賜福的記號。 

 

2. 策勵將來， “約書亞年紀老邁， 耶
和華對他說: 你年紀老邁了， 還有許
多未得之地，” (書 13:1) 

 

基督徒在事奉的生命裏，沒有退休，

只有轉換事奉崗位，我們在地上生命

會老邁，屬世的職業會有退休的一

天，但仍有 ”許多未得之地”，神要我

們去為祂爭戰，讓我們在禱告中彼此

記念，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 神， 在 

神永恆的國度裏盡上我們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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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妙的手引領我在美國的十六年                       

許錦根 

 

親愛的弟兄姐妹：主內平安！ 

今天，我站在這個講臺上，百感交

集，思慮萬千。16 年前的 1990 年 6

月 14日，我從中國來到美國，並在

這一天定居在南佛州，16年後的 2006

年 6月 14日，我從南佛州啟程回國，

結束在美的生活；16年前的 1990年

6 月 11 日，我作為美國新聞總署邀

請的中國傑出新聞記者在白宮受到

美國總統新聞發言人的接見，16 年

後的 2006年 6月 11日，也就是今天，

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差遣我和夫人

燕玉姐妹去中國大陸為神工作。 

粗看起來，這上面的一系列日期好

象是巧合，或者是誰在刻意的安排，

其實都不是，而是有一雙奇妙的手在

引領著我，那就是我們天父充滿慈愛

的手，是我們的主耶穌那有十字架釘

痕的手。 

16 年前，當我離開中國的時候，

曾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

是：《背水一戰，再造人生》。當時我

剛滿 40歲，正是豪情滿懷，一心一

意要為自己的名利奮鬥，實現自己的

美國夢，然而，那時的內心深處卻是

充滿著彷徨、失落和苦毒，外在的表

現則是驕傲、狂妄，不可一世！整個

生命就象刺蝟，到處刺傷他人。16

年後的今天，我不僅成了蒙恩的罪

人，蒙愛的兒女，而且還成為一名蒙

召的祭司！這一切的一切正如小敏

的一首詩所唱的： “如果沒有主的

愛，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如果沒有

主的恩典，那有我盼望的今天！”親

愛的弟兄姐妹，回想這些，我不能不

從心底發出感謝和讚美！榮耀歸於

我們的神，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歸於奇妙帶領我的聖靈！ 

謝謝我們的教會，謝謝我們的弟兄

姐妹。正是教會對我的栽培，弟兄姐

妹對我愛心扶持和包容，包括親愛的

褚媽媽多年如一日為我的禱告。最近

幾年我有幸跟隨牧師去探訪，牧師身

教言傳，使我漸漸開始學習在神家的

事奉和牧養教會的工作，並決心把自

己作為活祭獻在神的祭壇上，但由於

生命的不成熟，曾傷害過不少弟兄姐

妹，也給牧師和教會的工作帶來過一

些麻煩。在這裏，我除了說一聲謝

謝！還要誠懇地說一聲：“對不起！

親愛的牧師！親愛的弟兄姐妹們請

你們原諒我！”我把刊載有你們照片

的通訊冊帶回國內，將和燕玉經常看

著你們的照片，點名為你們禱告！也

許，我們今後在一起事奉的的機會不

會很多，但我相信會有那麼的一天，

我們在天父的家裏再相會，永遠在一

起。為了這榮耀的一天，求神保守我

們每個人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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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帶領 

徐少靖 

 

我從小在中國上海長大，直到一九九

二年去日本留學，才第一次接觸到基督

徒。當時我住在留學生會館，有一些日

本基督徒經常來我們這裡傳福音，剛開

始覺得挺新鮮，還可以藉機學日語，幾

次後，就覺得太浪費時間，我要讀書、

要打工，要做這、要做那，忙不過來，

也就沒有再繼續。還有一次是我還在美

國的哥哥寫信給我傳福音，我沒理他，

覺得耶穌與我沒什麼關係，這樣就把自

己關在福音的門外了。 

九八年神將我們帶去了加拿大，剛下

飛機，連時差還未倒過來，就被基督徒

朋友拉去聽福音，今天查經，明天佈道

會，後天主日崇拜，整的週末都在聽基

督的事情。當時，我懷孕五個月，先生

將我安頓後，他就回日本公司做他未完

的工作，我一個人住中國城附近，朋友

就對我說: “你要去教會，教會中有許多

剛生完孩子的媽媽，你可以認識一些

人，也可問問她們哪個醫生好? 該注意

什麼問題?”就這樣，每個星期日，我就

很願意跟著一個鄰居去附近的教會，當

時她也不信主，剛從美國過來，有一個

四歲的孩子，她去教會的目的，是讓孩

子有小朋友玩，去了幾次後，我又發覺

教會裡多了一個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

主日聚會後都有一個豐盛的午餐，當時

我借住的是公寓，煮東西十分不方便，

兩棟三層公寓合用一個廚房，教會裡有

當地人和我們這些移民，所以午餐有中

餐、有西餐、有點心、還有鮮美的湯，

對我這孕婦來說，真可以每週在此大大

地補一補。聚會與詩歌是分不開的，每

首詩都很美，大家唱得時候都很投入，

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奇怪，在國外每

個人都很忙，我在日本忙的連睡覺的時

間都不夠，但這裡這些人為何這麼閒呢? 

週日不去賺錢，不在家睡覺，一大早跑

到教會唱歌，還唱得那麼投入，是什麼

力量在吸引他們呢? 就這樣每週我都帶

著這些好奇，去補營養。 

在教會裡，我碰到了有相同背景的四

個姊妹，當時都是募道友，相處較好，

當初大家都懷著各自的需求，像我是去

吃免費的午餐的，有的是為了孩子，久

而久之，神的話語開始進入我們的裡

面，從此我們知道了聖經，知道耶穌，

藉著別人感人的見證，各種分享，使我

們慢慢地認識了這位神，神就這樣帶領

我們，一步一步將我們領進了門。於是，

我想到保羅在腓立比第一章十五節中說: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

出於好意。”，十八節又講: “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

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

還要歡喜；”，是啊，雖然我們懷著各自

不同的目的來到教會，畢竟福音還是聽

進去了，傳到人的心理去了，信道是從

聽道而來，教會中的弟兄姊妹憑著愛心

接待，能解決的事幫著解決，不能解決

的，就放在禱告中，當神的話活在我們

裡面，慢慢地發揮作用，我們再次來到

教會的時候，就會覺得這個 “吃”已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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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了，重要的是兄弟姊妹的相交，聆

聽神的話語，很感謝神，到了九九年的

復活節，我信主，受浸了，我沒有大的

苦難，大的磨難，是這頓吃吸引了我，

將我引領到神的面前。 

自從我先生回加拿大後，他對神一點

不感興趣，也很抗拒去教會，他只是偶

爾去幾次大型佈道會，其他活動一概不

參加，二零零二年後，神將我們帶到了

美國，通過報紙找到了我目前所在的珊

瑚泉華人浸信教會，由於我先生在此地

幾乎不認識什麼人，有時也和我們一起

去教會。不久我回國探親，真是很奇妙，

在這段時間他每週都去教會，有時回來

還翻翻聖經，我不知道外界有什麼能促

使他這一改變，但能肯定的是神開始在

他的裡面作工，更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二

零零二年底，他居然舉手決志了! 神的

工作就是這麼奇妙，當他告訴我這一消

息，我還在懷疑，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事實是他信了，我開始明白，我們每

個人在認識神之前，都是神先愛我們，

並且神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

我揀選了你們。”，我沒有給我先生任

何壓力，他順著聖靈的感動，這真是神

在作工，將榮耀歸與神。 

一個人從不認識神到認識神是個奇妙

的歷程，那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認識了

神並不意味就此結束，我們還要成長，

我回美國後，家黎姊妹一直邀請我參加

週三上午的國語查經班，剛開始我有很

多的理由推託，但家黎姊妹棄而不捨地

邀請我，於是我就去了，這一去竟將我

吸引住了，大家有許多分享、見證，帶

領的許執事也講的好，非常能將理論聯

繫實際，將神的話語應用到生活實踐中

來，從此以後，聖經不再是枯燥的理論，

不再只對古人說，乃是神每天對我們說

的話，我不再覺得神、耶穌離我們那麼

遙遠，相反是那麼逼真，每時每刻都與

我們同在，於是我變得每週都去，久而

久之，我想要為這個查經班該做些什

麼，我想，我不太會燒菜，那就煮飯吧! 

每週我都帶一鍋飯去，一開始不是要麻

煩別人來接嗎? 每週三，我就先送我的

先生去上班，下班再去接他，這樣我不

就有車了嗎? 可以接沒有車的人了，其

實我就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事奉了，我們

常常做為一個旁觀者在看教會，就有很

多挑剔，這不行，那不好，其實我們都

站在外面，沒有真正的跨過去，如果你

參與了教會的事奉，從一點一滴開始，

從中得到許多喜樂，也融到教會的裡

面，並且更會發覺，在教會中有許多弟

兄姊妹沒沒無聞，忠心耿耿的在事奉

神，在為神做美好的見證棄而不捨。 

二零零三年，我先生受浸了，他也成

為神的兒女了，感謝神，祂使我們的這

個家，成為一個完整的家，讓我們一家

同心敬拜神，事奉神，為神做美好的見

證。 

感謝神，把一切的榮耀都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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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認識 

孫月華 

 

糖尿病與胰臟(Pancreas)的闌格罕式

小體(Islets of Langerhans)所分泌的胰

島素( Insulin)有關。此症是慢性新陳

代謝的疾病，所以應該會診新陳代謝

科(Endocrine)醫生來診治。 

 

Ρ 病因 

糖尿病是因人體無法分泌或不能有

效的使用胰島素而產生的病變。人體

需用胰島素來使糖，澱粉及其它食物

轉換成熱量來供人體使用。如果血液

中葡萄糖的濃度上升，就會刺激胰島

素的分泌，而使糖濃度降低。如胰島

素不足則糖由尿中排出而產生糖尿

病。 

 

糖尿病人多半為肥胖者居多，因肥胖

者所需的胰島素較多，而胰臟分泌之

胰島素不足而導致發生此症。女性病

患也有因懷孕、分娩、激素變化的影

響有關。 

 

目前在美國糖尿病患者約有兩千一

百萬人包括小孩及成人，約占美國全

人口的 7%，其中一千四百萬人己診

斷有糖尿病，不幸賸餘的七百萬人仍

不知自己患有糖尿病。美國糖尿病協

會建議使用 Fasting Plasma Glucose 

Test (FPG)的血糖檢驗來測定患者是

否是糖尿病前期 (Fasting Plasma 

Glucose Test 100-125mg/dl) ，或者已

是患有糖尿病(Fasting Plasma 

Glucose Test在 126 mg/dl以上)。 

 

Ρ 症狀及徵象 

糖尿病最常見的症狀是吃的多，喝的

多，及尿的多，故又稱三多病。年輕

的糖尿病人發病較快，年紀大的、肥

胖的病人則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出現

症狀，通常是因併發症發生才求醫。

小孩子往往因急性感染病發生才發

現有此症。 

 

Ρ 發病率 

糖尿病可發生於兒童、青年、及年紀

大的人。年過 40歲又發福的、有糖

尿病家庭病史之人發病率較高。一般

而言，由于發現了胰島素( Insulin)的

注射劑而使糖尿病患者得以延長壽

命，並年輕的患者可過正常的生活結

婚生子，但其所生的兒女患此症的機

會較大。 

 

Ρ 種類 

1. 第 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又稱 Insulin 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IDDM): 因患者體內

無法分泌或不能有效的使用胰

島素而產生的病變。此種患者

需依賴胰島素注射劑來維持生

命，並多半是發生於 20歲前又

稱(juvenile onset diabetes)。美

國糖尿病患者中約有 5-10%患

有此一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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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又稱 Non insulin 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 (NIDDM): 因

患者體內不能有效的使用胰島

素或無法分泌足夠的胰島素來

供身體使用而產生的病變。大

多數糖尿病患是屬於此類型

的。第 2型糖尿病患者一般可

用飲食、運動及減輕過重的體

重來控制血糖，有時可用醫生

開的口服處方如: 

glyburide(DiaBeta)….等此藥物

是刺激胰臟產生胰島素來供人

體使用。但也有些此型的患者

仍需要靠胰島素注射劑來維持

正常血糖。 

 

3.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是在懷孕時發生的

糖尿病，生產完後大多數會消

失，因在懷孕期新陳代謝的變

化。在美國約 4%的懷孕婦女會

受到此影嚮，每年約有 135,00

的患者發生。 

 

4. 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 ): 此

期的患者血糖稍高，但又不致

於高到要診斷為第 2型糖尿

病。在美國約有四千一百萬人

患有此期，除了那兩千一百萬

人的糖尿病患者之外。 

 

Ρ 預防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真正引起糖尿病

的原因但若能定期做健康檢查，抽血

可查出血糖值。若是家中有糖尿病的

病史更應注意血糖值。正常空腹的血

糖(Fasting Blood Sugar)應該是

70-110mg/100ml。 

 

但有一好消息，如果是糖尿病前期

(Pre-diabetes )是可治療的並可預防

演變成第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如能控制飲食、少吃零食、

多運動(每天 30分鐘)及減輕過重的

體重就可不需用葯物來治療。 

 

Ρ 併發症 

若有糖尿病而不治療將會導致眼睛

失明(瞎眼)(blindness )、腎衰竭(renal 

failure )、截肢(amputation)、中風

( stroke)、甚至死亡。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及朋友們，不要

忘記  神是我們的醫治。 神創造我

們，祂比我們更清楚我們自己的身

體。 神賜給我們智慧及賜給我們醫

生，借著醫生的手來幫助我們醫治疾

病。馬可福音 10:27 “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因為  神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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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城 

蕭冀 

 

¬ 腓立比城的歷史 腓立比城在歷史上被稱為歐洲通向亞洲的門戶。主前六世紀，來自希臘薩索斯島的移民就在這裡定居，城裡住滿了淘金者。主前 358年，因為亞力山大的父親腓立二世重修該城, 這裡被更名為腓立比。主前 168年，羅馬占領腓立比城。在羅馬的歷史上，腓立比城是有名的古戰場。主前 44年, 該撒朱理安被白魯突 

(Brutus)與迦西阿突 (Cassius)派人暗殺，此後白魯突取腓立比一帶為己有，而迦西阿突則佔據敘利亞與巴勒斯坦。該撒朱理安死後，屋大維、安東尼及雷比達 (Lepidus)三人共同執政。三年後 (主前 42年),屋大維、安東尼及雷比達出兵進剿白迦聯軍，在腓立比城消滅了他們。這場戰役成為羅馬從共和國走向帝國的轉折點。主前 31年，屋大維（該撒亞古士督）打敗安東尼而成為羅馬帝國的主宰，並把腓立比城定為羅馬駐防城。在這里，屋大維安置了大批內戰退伍老兵及從義大利流放來的安東尼的支持者。 在羅馬歷史上，駐防城有三種用途。一，作為被占領區的軍事堡壘。二，為羅馬窮人提供的福利。三，退伍軍人的安置地。駐防城被認為是羅馬本土的延伸。作為羅馬駐防城，腓立比城的居民享有自治，免稅，造幣, 不受鞭打, 不受逮捕,向該撒申述及使用羅馬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特權。 

 

¬ 新約時代的腓立比城 新約時代, 在今天的希臘的版圖上有兩個羅馬行省, 馬其頓在北, 亞該亞在南。使徒行

傳中提到的特羅亞（Troas）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海岸，瀕臨愛琴海。使徒保羅在他第二次傳道旅程中曾經到過這里。他想繼續在小亞細亞傳道，但是聖靈不允許他這樣做。（使徒行傳 

16：1-8）接著，“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使徒行傳 16：9） 於是保羅乘船渡過愛琴海，在尼亞波利（now Kavalla in Greece）登岸，首次踏上歐洲的土地。尼亞波利是當時馬其頓的重要港口，有大批貨物和旅客在此登陸， 再通過安納西亞大道(Via Egnatia) 大路繼續旅行。保羅一行沿著安納西亞大道(Via Egnatia) 向北又走了十英里，就來到腓立比城。 福音通向歐洲的大門打開了，保羅第一次把福音帶到了歐洲。保羅在這裡開始傳講福音，先是呂底亞和她的一家， 然後是禁卒及其家人。以後又有其他一些人悔改信主，於是就成立了教會。這是歐洲最早的教會，也是當時最好的教會。 保羅非常喜愛腓立比教會，他說：“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 腓 4:1）。腓立比教會也非常敬愛保羅（腓 4:1,14-16），曾多次供給保羅生活上的需用（腓 4:15-16）。當得知保羅被捕入獄後，他們就特別請以巴弗提專程把供給之物送到保羅那裡（4:10,18）。 

 

¬ 今天的腓立比城 腓立比城的遺址坐落在 Kavalla以北十英里，安納西亞大道(Via Egnatia)穿城而過。已經發掘出的廢墟有羅馬時期的洗澡堂，教堂，市政廣場，主前四世紀劇場（後改為鬥獸場），及山上的衛城。廢墟上的銘文見證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呂底亞禱告的河邊位於城西一英里， 這條河名叫干吉大河。（known as 

Ganga, Gangites, Garg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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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以及早期教會的影響使腓立比城于主後五到六世紀一度興旺發達。經過七世紀的大地震及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的騷 擾，腓立比城開始衰敗。主後 1387年後，土耳其帝國占領并廢棄了該城。 

 

  

¬ 神的工作 在歷史中，我們常常看到看到神拆毀和建造的工作。當時的“世界”是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 大羅馬帝國為傳播福音預備了最佳的有形環境。它平息了多年蠻族間的爭戰，代之以和平的氣息；它建設了偉大的橋梁與公路網，使旅行者的足跡可以踏遍當日的“世界”；它安定了海盜出沒的海域，使航海旅行及海運貿易成為當時最通行之事；它也保護了它的臣民，使他們免於強盜及暴動的侵害。所有這一切條件都有利於福音使者的工作，使基督的使者可以沿著羅馬帝國為軍事目的所建的大道，把平安的福音傳到全世界。不僅有形的世界環境給宣教士有利的條件，連屬靈與知識的環境也為宣教工作做了周全的預備。 希臘將它的文化

傳遍了近東地區，也以它的文明征服了羅馬帝國。 希臘語言成為當時的世界語言，以致保羅在羅馬帝國內到處傳講福音時，可以用希臘文與聽眾溝通。神按著他的計劃把福音帶到了歐洲，建造了腓立比教會。同樣，腓立比城的衰落，也當在神的計劃之中。往日繁華的都市，如今已經一片瓦礫。然而那些愛主的心和愛弟兄的心還和神的話語一起閃閃發光。願我們現在所作的，都在乎這愛心，並和主耶穌同在，阿門。 

 參考資料 １．Philippi In The New Testament by David 
Padfield 

http://www.padfield.com/2005/philippi.html ２．《新約概論》馬有藻 ３．《歷史的軌跡 -- 二千年教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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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主。字數以不超過兩千字為佳。 

 

貳) 本刊乃雙月刊，逢單月出版，一年出版六期。如有意投稿者，請於雙月份之

十五日前將稿件交予出版部同工。 

 

參) 交稿形式： 

a. 電子郵件：如懂得打中文字者，可將稿件以 Microsoft Word檔案形

式寄給孫月蘭姊妹：sunflower3491@prodigy.net。 

b. 手寫：黑筆寫在原稿紙上。 

c. 錄音：將信息內容錄在錄音帶內，將有專人幫助編寫。 

 

肆) 出版部保留刪改以及刊登權。 

 

Guidelines for articles 

1.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is a place for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communicate 

through written words. We therefore welcome your articles， including devotion， 

sharing， testimony， daily thoughts， poems， and so on. In order to encourage a 

greater variety of contribution， please limit your article to 2，000 words or less. 

2.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will be published every subsequent odd month. Please submit 

your article by the 15th of the month before publication. 

3. Please type your article on double-spaced pages. Attached as Microsoft Word files and 

E-mail to sister Sandy Hsun at: sunflower3491@prodigy.net 

4. Th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reserves the rights to edit and publish all artic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