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姊妹會季刊



姊妹会季刊创刊感言

时间飞逝，FUBC 姊妹会从 2015 年设立正式进入第五年（2015-

2020)。“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篇 118：

23）

感谢神，主爱说不尽！

FUBC 创立于 2012 年 9 月，经历了“使无变为有的神”！

2015 年蒙神带领，开始成立姊妹会，该会是隶属于 FUBC 的团

契之一。感谢历年同工们忠心为姊妹会的摆上，求神一 一记念！

感谢主，今年尝试开拓一项新的事工：FUBC“姊妹会季刊”！我

们也深知“万事起头难”，但是也坚信凡蒙神喜悦的必无难成的事！

我们心存着谦卑、敬畏与感谢，以祷告将此圣工恭敬呈现在主前。

求主使用这块福音的田地，鼓励 FUBC 的每一位姊妹一同翱翔

于这份季刊中，将个人的生活、生命见证、读经感想、感动，或

任何代祷事项，在此季刊中与我们分享。期盼大家在主的爱中同

蒙造就，共享主恩！也一起携手成长！阿门！

                                                               主內許婉容肢體

                                                                                        03/04/20

                                                                                         於家中                                                                                                                   

婚姻与家庭篇（一）

                               许婉容师母

引言：

神，是普天下婚姻的成全者，使你们的心合而为一；

倪柝声说：让我一生的言谈举止，都让圣经来归正引导，我们

就可以在健康中向前走，有外在的圣经和内住的圣灵，所有的问

题已经解决一半了。

但是人还在变化中，需要向主敞开心，让主的话作引导众圣徒。

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经历是可以拷贝的。主里的婚姻

如同倒吃甘蔗，夫妻最后成为最好的伴侣。阿门！

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

赎之爱。婚姻的意义在于，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关系。

婚姻，是人类第一个家庭的开始。

婚姻，是人类所有人际关系的开始。

婚姻，是为了塑造品格，为生儿育女创造稳定的人类社会共同

体；并要通过两性之间彼此互补，牢固持久的连合来成就这一起。

（以弗所书 5：18-33）

创世纪里神创造的最高峰，让我们看到神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

人带到一起，使他们在婚姻里连合成为一体。

圣经始于一场婚礼（创世纪：亚当与夏娃的连合）；又终于一

场婚礼（启示录：基督与教会的连合）。

婚姻，是神的美意，我们必须明白神对人类婚姻的心意。

家庭，是未来幸福的现代式；家庭塑造了我们的人生，也决定

了社会的风貌。因为它是生命开端的地方，也是生命结束的场所。

它是生命滋养的土壤，也是修复心灵的地方。



它可以让人打、闹、摔、吼叫，又可以使人怀、抱、拥亲疼。

它能让只身一人遮风避雨，也能使浩繁之家互相取暖。

它是一生真正能得安息的地方。

这就是家 !

美好的家庭从来不是自然生成的，它得以生根成长，必须深扎

在有爱的土壤上。这份爱的土壤富含“宽容”与“接纳”的养分！唯

有耕耘好这一块心田，才能与自己和好，与孩子家人和好，更与

这个世界和好！

美好的家庭将带来更美好的社会，和更美好的世界。

如何爱得好，爱得对，爱得不伤人，是每个家庭的每一个分子

都要学习的功课。

世间最大的挑战：

追求圣洁更甚于快乐！

无论如何，都要结婚：

如果娶个贤妻，你将快乐幸福；如果讨了恶妻，你就会成为哲

学家，比如苏格拉底。

思索，我们当如何运用婚姻中的各种挑战、喜乐、挣扎与欢乐

更亲近神，并不断培养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

如果神创造婚姻，为的是使我们拥有圣洁更甚于快乐呢？我们

如何从中提炼“圣洁生活的甘美之蜜”的材料呢？（待续）

脑下垂体瘤不见了

                                        李文霞

 三十六岁那年，一向月经正常的我，突然几个月不来月经。当

时我没有怀孕又不是更年期。于是我看了一位又一位的医生。其

中一位医生问我 :“是否有头痛的毛病？”我说 :“有时会有头痛”。

医生建议让我做头部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如晴天霹

雳一般——我长了一个如绿豆大小的脑下垂体瘤。

这个垂体瘤靠着主要脑部神经。如果做手术可能会使我成为植

物人，或者死在手术台上，所以不能做手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

是每周两次吃药，控制肿瘤长大。如果肿瘤长大会导致眼睛失明

和难以忍受的剧烈头痛。还要每半年做一次复查。听了医生的话

后，我脑子里出现了眼睛失明剧烈头痛的画面。孩子还小，父母

年迈，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该多么悲痛啊。我就问：主啊！

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我该怎么办？我伤心了很久。

经过读经祷告，我慢慢平静下来，并积极治疗。我祈求神医治

我的病痛，保守和看顾家人的健康和平安。来美国后，我经历过

很多不顺和打击，再也不能受任何的打击了。我感到时间变得很

漫长，终于半年的时间到了，我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肿瘤没有

长大！感谢主，这是最好的结果！这结果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也加增了我的信心。

再后来我每周吃一粒药，每年做一次复查。经过近五年的吃药

治疗，并恳切向神祷告，核磁共振的结果是，肿瘤不见了！医生

也觉得很奇怪，但他说也不能排除肿瘤位置变动的可能性。为了

稳妥起见，他让我再吃半年的药，再做一次核磁共振的复查。又

过半年我去复查，肿瘤真的不见了！  



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让瞎眼看见瘸腿走路的神，你

是让大臣儿子疾病得医治的神迹奇事在我身上显现的神！

 在这近五年的治疗期间，我也曾经迷失过，怀疑过，抱怨过，

失去信心过，但是我们的天父没有嫌弃我，责怪我。他还是用慈

爱和信实，让我明白了，在遭遇患难和疾病时，我要单单的仰望主，

信靠主，顺服主，能够在疾病上做主你美好的见证！愿神与我们

同在直到永远！

主 恩 流 长

                          王芳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提笔为主写见证。夜深人静，思潮澎湃……

回顾 2019 年，是我属灵成长重要的一年，点点滴滴，请听我细数

主恩 :

2019 年初，经 Jennifer 姊妹介绍，我有幸踏入法拉盛联合圣经

教会的大门。这里的氛围与我之前去的教会完全不同。小而凝聚，

温暖的教会气氛将我以往在教会生活中的不冷不热一扫而光。弟

兄姐妹们一起读经，一起聚会……很快我就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主内家人。他她们对上帝的热情与专注让我感到自己灵命急待

成长，我开始比较专心地仰望主。逐渐地，天父在我生活中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会很自豪地，而不是弱弱地告诉周围人——

我是一名基督徒。

很快地，到了 2019 年 6 月，我要面临第二次路考。纽约的路考

标准既模糊又严格，听说刚从中国来的老司机也要重考几回才能

通过。我这把年纪，又生性胆小，虽然练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应

考的信心。紧张让我坐立不安，上学时从不怕考试的我总是觉得

车轮不像笔杆那样听我的话。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祷告，这是

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独自与神对话，切切地求一件事。不记得当

时对神讲了些什么，只记得 " 阿门 " 之后就神清气爽了。考试时，

当然开得还是不完美，但感觉考官就像我平时的练车教练，似乎

没那么严厉了。我即使犯了些小错，也灵使神差地纠正过来了。

当我拿到那张 "PASS" 的小纸条，我的心高呼 " 哈利路亚 "! 从此，

我爱上了祷告。

 7 月学校放假了，我要回国办件大事，两年前的失败经历让我



心惊胆战。虽然祖国山河依然锦绣，但久别那片土地的我早

已不谙习国内办事的潜规则。我不得不去独自面对。谁能帮我 ?! 

记得圣经上常说，当人走头无路的时候，求告上帝，他必护佑 ! 

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我又一次来到父的面前，对他说 :" 这次

会不同，你要与我同行 "。在中国的四周，我每天早上醒来第

一件事就是祷告，求神保守，每周日去附近的教会参加主日

崇拜。记得有一次在路上，与一位八十多岁的基督徒同行，

她深情地告诉我 :" 信耶稣是好的 !"，我想这是她对她信仰的

毕生总结，简单而有力。奇迹般地，我提早圆满完成使命，

在香港事态日渐严重，很多航班取消之前，我顺利返美。又

一次，我知道，人生路上有神相伴，我不孤独，不胆怯 !  我“要

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历代志上 16：

11)”  ( 待续 )

更新的生命

                                      王秋香

 我叫王秋香，来自河南郑州。在我们那个地方，很多年以来，

由于受无神论的影响，没有太多的教会，周边农村的很多寺庙也

都被毁坏，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对上帝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从

小我的爸妈就教导我说，人在做，天在看，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

否则老天爷会惩罚的。也就是说，我爸妈虽然不知道上帝，但是

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是有神的，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和小伙伴一起，

望着浩瀚的天空，看着那数不尽的繁星，我们就会猜想，天空里

到底有什么？天上到底是什么样子？冥冥之中仿佛有个神在向我

召唤。

 2015 年，我来到美国，朋友带我来到法拉盛联合圣经教会。我

一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温暖的气氛深深吸引。也就是在这里，

让我找到了我曾经想象着的主宰着宇宙万物的全能的无处不在的

上帝，唯一的真神！在这里，我学习并充分认识到人为什么有罪，

为什么犯罪，上帝怎样拯救我们，并赐福给我们。

 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好几个过去的朋友都惊奇地对我说：“秋香，

我发现你变了很多，跟过去不一样了。”我就问哪里不一样，朋

友说，我过去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火，耍脾气，说话刻薄，而

现在的我却是说话平和，不急不躁，对人说话语气好了很多。刚

开始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时间久了，说的人多了，我也才认识

到我真的是改变了很多，真的是感谢慈爱万能的主，是主让我认

识到了自己的罪，是主把我从浑浊的泥潭里拯救出来，是主给了

我丰盛而又圣洁的生活。在主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正如哥林多

后书五章十九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前一段时间，我租的房子里面的冰箱坏了，房东说让我们自己

买，他掏钱。于是我就很认真地进行多家价格对比，买了一个很

朴素地冰箱，当时房东只说让我们自己买冰箱，其它什么也没说，

因为在我们大陆，旧电器是可以卖钱的，我本以为在这里也是，

但没想到后来房东告诉我，旧冰箱在美国处理很麻烦，她要我自

己解决旧冰箱的问题。当我向他解释原因的时候，他粗暴地打断

我说：“我不听，你们自己解决，不要跟我解释！”当时我脑袋就“嗡”

了一声，但是我知道上帝在看着我，于是我就很平静地说：“好吧！”

感谢神给我力量，可以与人和睦。

 箴言第四章第十八、十九节，“但义人地路，好像黎明地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愿

意效法耶稣基督，不甘愿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圣徒相互

服侍的心也是神所喜悦的！美好的心灵没有憎恶，就如同神赐予

我们爱一样，付出爱比得到爱更有福。

耶 和 华 沙 龙

                                  郭志芹

  “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

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士师记 6：24.

 2019 年 3 月中旬，我带着孩子，离开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事，来

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虽然这里身心自由，空气清新，

食品安全，但落寞和孤单也常常袭来。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一片落

叶，不经意飞到了这个地方。在圣经中，天父告诉我，“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是啊，反正是寄居的，在这世界上到那里生活不都

是寄居的么？神的话语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力量，我的心也慢慢

安定下来。

是我的大女儿时绛在网上搜到法拉盛联合圣经教会的，当时搜

索“华人教会”出来了很多家，女儿说看“联合圣经”这个名字看起

来比较适合我。于是，法拉盛联合圣经教会就成了我栖息的家园。

感觉这里的弟兄姊妹一个个笑脸盈盈，对我的欢迎和接纳发自心

底。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圣徒相通。弟兄姐妹的情谊也是浓浓的！

很多弟兄姊妹给我建议、安慰和鼓励，这里不一一数点。感谢神

带我到他的家里并恩待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或者自己能做什么工作。在弟

兄姊妹的鼓励下，我就开始上学。每天孩子们上学后，我也去上

学，成为学校出勤率最高的学生之一。同时，我还在一个培训中

心学习联邦税务师资格课程。到 2020 年 2 月 7 日，我通过了税务

师资格的最后一科考试。跟我一起学这个课程的同学有几十位，

其中不乏在美国留过学的，原本就在美国从事税务工作很多年的，

但目前只有我一个人通过了税务师资格证的考试。培训中心还请



我去分享经验。我知道自己一点也不比其他任何人聪明，只所

以能够读书有点成绩，都是源于神赐给我安静的心，交托的心，

依靠的心。其实，当我开始学习税务师课程的时候，自己也没

有信心可以真的考到证，其他人也不认为我能。都是神的恩典！

我也一直认为我年龄大了，很难找到工作。刚来美国时，我

走访了大颈一条街上的所有的指甲店，问他们要不要人。都说

不要。但神从来不误事。考过税务师证后，我又试着找工作。

某周六收到工作许可，下周一就正式去了一家律师楼上班。真

叫一天也没有耽误。在律师楼工作一个星期后，又有一家税务

师事务所叫我去上班。我就向律师楼要求做兼职，趁着税季，

每周也抽两天到税务师事务所做报税的工作。这样，我就拥有

律师楼和税务师事务所两份工作。在大陆做律师很多年，也曾

经想学习一下税务，但没能实现。真没想到在美国却同时做了

这两样。我深知是耶和华使我在人的眼前蒙了恩。

在大陆冠状病毒爆发时，我非常惊恐。令我想不到的是，病

毒也居然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纽约。我感觉到头是疼的，喉咙

是干的，非常害怕染上病。每天看很多关于病毒的分析、评论，

也弄不出个究竟。虽然常常焦虑、信心软弱，但晚上读着神的

话仍可以安然入睡。“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

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诗篇 42：8）世界上没有安息，只

有在主里有安息；美国也不是好得无比的地方，只有天国是好

得无比的地方。

中国妈妈为什么这么累

                                蒋佩蓉

一、中国妈妈的责任心太强

在圣经的家庭观念里，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然后是亲子关系，

以及夫妻各自与父母的关系。只有夫妻才是一体的，而子女终将

离开父母，去与他们的妻子或丈夫“连合”。“‘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

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离开父母，就是夫妻不再依赖父母，在经济、情感、决策、居住（如

果经济上允许独立居住）等方面实现独立。中国的很多家庭悲剧，

以及婆媳关系的问题，大多跟孩子结婚以后没有在这些方面真正

独立有关，即没有离开父母，与配偶成为一体。

视夫妻关系为第一位的妈妈会用心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这样，

她的丈夫会愿意分担经营和治理家庭的责任，也能一起分享育儿

的惊喜和快乐。智慧的妈妈会刻意花时间和精力来为婚姻保鲜，

她们不会为了孩子而牺牲婚姻。当家庭的责任是夫妻两人一起分

担时，妈妈的责任心就不必那么强了，因为真正带领家庭的是家

里的“头”，是丈夫。   

二、中国妈妈太会保护孩子

男女天生各有特点。女性本性比较倾向于保护幼者，男性则比

较倾向于挑战和冒险。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保护和挑战都需要，

这样才能健康和平衡地成长，既不会成为经不起打击的温室里的

花朵，也不会成为缺乏怜悯的冷酷之人。

在家庭里，也有次序：做“头”的不是感性和擅长保护的女人，

而是比较理性又不乏冒险精神的男人。“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这段文字难免会让人想起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但我们前

面说过，“头”的角色建立在两个人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夫妻二人

的角色是互补的。而且，做“头”的人是仆人式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

两个人分工合作。这意味着夫妻更像一个管理团队，而不是有尊

卑的等级关系。

当男人在家里做“头”时，孩子们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管教、训练、

挑战，以及从冒险失败而获得的成长和成熟；家庭更容易在理性

和情感上有平衡和同步发展；关注点也更容易超越自己的家庭，

开始去为周围的人服务，因为是两个成人一起在养育和训练孩子。

当女人在家里做“头”时，母亲保护幼儿的本性就会获得更多彰显。

妈妈喜欢拯救孩子，这很自然。母亲容易被情感而不是被理智带

领，所以，很容易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救世主。

记得有一次，我为一个一直在伤痛中挣扎，却不愿服软的朋友

祈福。我心里问，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顽固？然后在我脑海里浮现

出一个画面：我正站在这个朋友和上帝中间！那一刻，我才意识

到，原来，我一直在扮演救赎者的角色，拦阻了这个朋友自己去

寻求！我们有多少妈妈正在扮演救赎者的角色呢？

如果妻子不能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下，就很容易把自己抬高到救

世主的地位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三、中国妈妈太勤快，活得太操劳

从前面两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妈妈需要很辛苦才能满

足社会和家庭对她们的期待。人们认为女人不如男人，并且期待

她们可以以牺牲为美德，这些都使得中国妈妈需要不断操劳，也

让她们忽略了自己对于休息的天然需要，不仅如此，当她们终于

停下来休息时，还会心生内疚。

人天生就需要休息。如果我们不休息，身体迟早会垮掉。传统

儒家思想中很少有关于休息的教导，圣经中却有关于休息的告诫。

我们发现，当我们不好好休息时，我们很容易筋疲力尽，也容

易抱怨和自怜，甚至失去理性。

妈妈在因为缺乏休息而过度疲倦时，容易产生各种负面情绪。

这些情绪容易破坏家庭气氛，也容易在她软弱的时候用来操纵家

人。

如果我们没有遵守安息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休息，就

需要顺服，守住自己的底线，绝对不要勉强自己。我们也需要顺

服丈夫的带领，因为他的带领可以给我们和家人带来保护。



四、中国妈妈的控制欲太强

在儒家的传统观念里，女人的价值是传宗接代。如果一个女人

只有靠着母亲的角色才能有价值，她就会生活在恐惧中，并且会

因为这种恐惧而想要去控制孩子，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控

制欲会导致她忽略，甚至牺牲自己婚姻的幸福，以保证她能更紧

地控制孩子。

但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任人随心所欲地摆布。如果一个人

想要跟另外一个人有亲密的关系，就需要学会理解和接纳对方。

其实，我们唯一能控制的人就是自己，但很遗憾，这常常也是我

们最不愿意控制的人。

我们控制欲太强，是因为我们不够节制，没有先管好自己的欲

望。

这世间需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节制”。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有智慧的妈妈知道自己很软弱，所以会谦卑地向把婚姻和家庭

经营得很好的长辈学习，也会找同伴一起面对挑战和试炼，一起

庆祝胜利和进步。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

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

一个懂得聆听别人、愿意寻求智者建议和忠告的人，就有智慧

去聆听和理解他的孩子。这种开放的心态是高质量关系里最重要

的因素。

五、中国妈妈太喜欢攀比

一个从小到大被长辈拿来跟别人比较的人很难了解自己是谁。这样

长大的人也会习惯性地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拿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跟别

人的丈夫和孩子比较。

当一个女人真正认识自己，就会在身份和价值上获得巨大的肯定，

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就不会再想着去跟别人攀比了，因为她已经

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完全接纳的爱。

攀比会带来恐惧，因为怕自己会不如别人。当一个妈妈知道生命是

这么奇妙，她就有自由接受完全的爱，而这种爱就会驱走对于不完全

和被拒绝的恐惧。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六、中国妈妈太容易担心

这把我们带回到问题的根本，即以谁为本？圣经是“以上帝为本”，

儒家传统是“以人为本”，依靠人。

当我们“以人为本”，是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我们会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所依靠的那个人无论他多么有才、有能力，多么富有、仁慈，

我们迟早会发现他是有限的，并会对人失望、沮丧。这是一种很不确

定、没有保障的生活方式。

当一个妈妈清楚这一点，就不会常常陷在忧虑和担心中了。内心有

了平安，心怀意念获得保守，就没有时间和空间可以担忧了。

中国妈妈太压抑了，需要解放思想，才能自由。但是，如果想要整

个家庭都获得自由，需要整个家族都认可正能量家庭伦理。这不在于

选择中国还是西方的育儿法，而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家庭伦理。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摘自江佩蓉微博



智慧妇女开口时

有智慧的妇女开口时，会向人说明她的盼望出于何处。最重要

的话语，就是我们向询问或愿意聆听的人，解释我们的信仰时说

的话。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自己，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时，

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 参彼得前书 3：15)。我们一定要求神让

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清楚向人解释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求神

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对人解释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为什

么没有圣灵我们不能活，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用神的方式生活。

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自己的态度是谦虚和善、充满爱

心的，否则我们会让神想要吸引的那些人不敢接近。要是我们没

有神的爱，也没有心要向人见证神的良善，我们的嘴也无法说充

满爱和见证的话语。我们说的不但不能引人归主，反而会适得其

反。

有智慧的妇女开口时，会知道说话时机合宜的重要性。当你要

说的，是听者很难接受的话时，时机合宜与否将是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听者的心没有开放，也没有预备好，有些话说出来也可能没

有果效。分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很重要，而惟一能确定我们的

话语可以对听者发生效用的方法，就是先祷告。圣经教导我们：

言语不要急躁 ( 参箴言 29：20)。有智慧的妇女会知道，自己不应

该把脑子里所想到的，全部与人分享，因为 " 愚妄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含怒 "( 箴 29:11)。有时候，你要说的话可能很好，但

对方并不见得已经准备好要聆听。只有神最清楚哪些人已经准备

好，因此，你要求神让你看见。

有智慧的妇女开口时，只说诚实话。说谎不仅会使我们伤了别

人，也会伤了自己，所以我们 " 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 弗 4:25)。然而，我们也不可以没有智慧，

或是对神的时间表不清楚，到处见人就把所有的话说出来，也不

管别人是不是能够接受。没有人想要每时、每刻都听到有关自己

点点滴滴的事实，那是很沉重的负荷。有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

要说比较好。你要做的，就是向神祷告，求神让你看见对方是否

已准备好要听你实话实说。

  有智慧的妇女开口时，并不多言。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说过

于所当说的，因为 " 言语多，就显出愚昧 "( 传 5:3)。我常常对我

的祷告小组说，我们讨论代祷事项的时间，绝不能多过祷告的时

间，我们也不能未经思考，就叽哩呱啦地把想讲的全讲出来，因

为 " 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 太 12:36)。

这是很恐怖的！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应该花

多少时间在说话上。

  　有智慧的妇女开口时，言语一定充满恩典。我们绝不可能在

说出既不圆滑、又冒犯人、卑鄙低劣、粗俗无礼、欺骗自大的话

语后，还能平安无事且不需面对后果。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会造就

人，就是会摧毁人。" 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

秽人。"( 太 15:18)"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

"( 传 10:12) 求神为你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你的心充满他的灵、他

的爱，和他的真理，好使你的话语也能流露出爱、真理，和医冶。

你要求神帮助你，说出能造就周遭所有人生命的话语。

                                                                                    —摘自禱告吧



值得每日思想的 8 类好事

                   以下摘自腓立比书 4：8

一、凡是真实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真诚忠实、正确实在、不

偏

离事实的事，你就不会说出虚假有误、讹诈不实的话语。

二、凡是可敬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值得敬佩、品质优良、优

越诚正、有雅量的事，你就不会说出卑鄙低下、恶劣挟窄、不值

得尊敬的事。

 三、凡是公义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公平合理、适当合法、正

确无误、正直端庄的事，你就不会说出不合理、有偏见、不合法，

或不公平的话语。

四、凡是清洁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清洁明澈、没有污点、纯

洁清白、不受邪恶污染的事，你就不会说出腐败、低劣、污秽、

受污染败坏，或不圣洁的话语。

五、凡是可爱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得人喜悦、使人满足、吸

引人，或令人赞叹的事，你就不会说出冒犯人、使人不悦、令人

讨厌、不可爱、不吉利，或丑陋的话语。

六、凡是有美名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值得敬佩、正面积极、

有吸引力、值得推荐给人或值得重述的事，你就不会说出任何消

极负面、使人灰心、不讨喜的事，也不会总是满嘴坏消息，到处

散布谣言或闲言闲语。

七、凡是好德行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具有伦理道德、正直良善、

令人感动，或是具有崇高道德的事，你就不会说出任何邪恶又卑

贱、欠缺道德、放荡不羁、自暴自弃，或无法无天的事。

八、凡是值得称赞的：如果你所想的都是值得称赞、值得敬佩、

值得颂扬、值得珍惜、值得喝采、配得荣耀、值得被高举或赞同

的事，你就不会说出批评、谴责、反驳、贬损、抨击他人、使人

丧志的话语。                                                              

 —摘自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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