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eat Commission Church International

16152 Gale Avenu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Tel: (626) 961

 主任牧師 Senior 

 

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

     **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

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年年年年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C) (    )      - 

Email：：：：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決志決志決志決志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年年年年

浸禮班浸禮班浸禮班浸禮班授課老師授課老師授課老師授課老師：＿＿＿＿＿：＿＿＿＿＿：＿＿＿＿＿：＿＿＿＿＿        

受浸日期受浸日期受浸日期受浸日期：：：：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年年年年

見證錄影時間：見證錄影時間：見證錄影時間：見證錄影時間：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受浸禮物受浸禮物受浸禮物受浸禮物：：：：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簡體簡體簡體簡體聖經一本聖經一本聖經一本聖經一本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

 

 

 

 

 

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

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

國際大使命教會國際大使命教會國際大使命教會國際大使命教會    
Great Commission Church International 

16152 Gale Avenu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Tel: (626) 961-1659  網址
網址網址

網址：

：：

：www.gcciusa.com 

Senior Pastor: 陳腓利牧師 Rev. Dr. Frederic Chen             

22001177 浸浸浸浸浸浸浸浸禮禮禮禮禮禮禮禮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名名名名名名名名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Baptism Registration Form 

 

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 (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

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 

所屬所屬所屬所屬牧區牧區牧區牧區：：：：第第第第____牧區牧區牧區牧區 / 區長區長區長區長

所屬小家：所屬小家：所屬小家：所屬小家：  

四四四四個個個個屬屬屬屬靈靈靈靈定定定定律律律律小小小小冊冊冊冊子子子子：：：：            是是是是

衣服尺寸衣服尺寸衣服尺寸衣服尺寸  S 小小小小   M 中中中中   L 大大大大

  

年年年年    
受浸儀式受浸儀式受浸儀式受浸儀式：：：：浸禮浸禮浸禮浸禮    

點水禮點水禮點水禮點水禮((((原因原因原因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年年年年     受浸受浸受浸受浸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時間：上午時間：上午時間：上午時間：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神的兒女。」～神的兒女。」～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深色短袖深色短袖深色短袖深色短袖 T恤、深色外褲恤、深色外褲恤、深色外褲恤、深色外褲

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套、吹風機、吹風機、吹風機、吹風機

1 

              

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請正楷填寫，所有空格請務必填寫清楚)**                               

區長區長區長區長____________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大大大大   XL 特大特大特大特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年年年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12 ～～～～ 

恤、深色外褲恤、深色外褲恤、深色外褲恤、深色外褲前來受浸。請前來受浸。請前來受浸。請前來受浸。請

、吹風機、吹風機、吹風機、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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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得救見證我的得救見證我的得救見證我的得救見證 

 

受浸者受浸者受浸者受浸者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600--800 字）字）字）字），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教會。個人得救見，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教會。個人得救見，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教會。個人得救見，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教會。個人得救見

證，請包含以下內容：證，請包含以下內容：證，請包含以下內容：證，請包含以下內容：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 接受基督以前，我的思想和生活接受基督以前，我的思想和生活接受基督以前，我的思想和生活接受基督以前，我的思想和生活 

 

 

 

 

 

3. 我怎樣接受基督（你在何時、何地、我怎樣接受基督（你在何時、何地、我怎樣接受基督（你在何時、何地、我怎樣接受基督（你在何時、何地、誰誰誰誰帶你禱告邀請基督進入你的生命帶你禱告邀請基督進入你的生命帶你禱告邀請基督進入你的生命帶你禱告邀請基督進入你的生命作你個人的作你個人的作你個人的作你個人的救主？）救主？）救主？）救主？） 

 

 

 

 

 

4. 接受基督以後，我生命和生活上的改變接受基督以後，我生命和生活上的改變接受基督以後，我生命和生活上的改變接受基督以後，我生命和生活上的改變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引用一段經文引用一段經文引用一段經文引用一段經文) 

 

 

 

 

可可可可另紙撰寫，隨報名表交回教會另紙撰寫，隨報名表交回教會另紙撰寫，隨報名表交回教會另紙撰寫，隨報名表交回教會    
 

請交給小家長並請交給小家長並請交給小家長並請交給小家長並發至教會郵箱發至教會郵箱發至教會郵箱發至教會郵箱 Gcci@thegc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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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須知受浸須知受浸須知受浸須知 

1. 受浸者必須參加受浸班。受浸者必須參加受浸班。受浸者必須參加受浸班。受浸者必須參加受浸班。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受浸班時間受浸班時間受浸班時間受浸班時間：：：：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11:00am～～～～12:30pm，，，，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21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受浸班時間：受浸班時間：受浸班時間：受浸班時間：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星期日）日（星期日）日（星期日）日（星期日）9:00am～～～～10:30am，，，，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C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請請請請根據您根據您根據您根據您方便的時間選擇參加其中的一堂課程。各牧區也可根據需要另行開課，方便的時間選擇參加其中的一堂課程。各牧區也可根據需要另行開課，方便的時間選擇參加其中的一堂課程。各牧區也可根據需要另行開課，方便的時間選擇參加其中的一堂課程。各牧區也可根據需要另行開課，

由區長授課。由區長授課。由區長授課。由區長授課。 

2. 受浸者受浸者受浸者受浸者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務必完成個人得救見證（600--800 字）字）字）字），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並在報名時隨報名表一同交給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或或或或 Email 至至至至 gcci@thegcci.org 

3. 受浸者請認真閱讀受浸手冊中的三篇信息受浸者請認真閱讀受浸手冊中的三篇信息受浸者請認真閱讀受浸手冊中的三篇信息受浸者請認真閱讀受浸手冊中的三篇信息（（（（赦罪之福、兩本天書的啟示、攻破赦罪之福、兩本天書的啟示、攻破赦罪之福、兩本天書的啟示、攻破赦罪之福、兩本天書的啟示、攻破

堅固的營壘堅固的營壘堅固的營壘堅固的營壘）））），並思考信息後的思考題目。，並思考信息後的思考題目。，並思考信息後的思考題目。，並思考信息後的思考題目。 

4. 本次受浸時間為本次受浸時間為本次受浸時間為本次受浸時間為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星期日），日（星期日），日（星期日），日（星期日），午堂午堂午堂午堂崇拜後崇拜後崇拜後崇拜後，地點在本教會。，地點在本教會。，地點在本教會。，地點在本教會。 

5. 受浸者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者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者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受浸者受浸當天來教會前，請在家中先行沐浴，並穿著深色短袖深色短袖深色短袖深色短袖 T 恤、深色外恤、深色外恤、深色外恤、深色外

褲褲褲褲前來受浸。請前來受浸。請前來受浸。請前來受浸。請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務必攜帶浴巾一條、拖鞋一雙、換洗的乾淨衣服（內外衣）一

套套套套。。。。 

6. 午堂受浸者午堂受浸者午堂受浸者午堂受浸者請務必於請務必於請務必於請務必於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9:30am 到教會到教會到教會到教會 21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安排受浸順序，告知受浸注意事項，並集中參加午堂崇拜。安排受浸順序，告知受浸注意事項，並集中參加午堂崇拜。安排受浸順序，告知受浸注意事項，並集中參加午堂崇拜。安排受浸順序，告知受浸注意事項，並集中參加午堂崇拜。 

7. 受浸過程中各環節請遵照現場服事人員的指示進行。受浸過程中各環節請遵照現場服事人員的指示進行。受浸過程中各環節請遵照現場服事人員的指示進行。受浸過程中各環節請遵照現場服事人員的指示進行。 

8. 受浸完後，請到指定的更衣室換衣服。受浸完後，請到指定的更衣室換衣服。受浸完後，請到指定的更衣室換衣服。受浸完後，請到指定的更衣室換衣服。 

9. 親朋好友觀禮、照相、送花請在指定的區域進行。請不要擁擠到受浸池旁，以親朋好友觀禮、照相、送花請在指定的區域進行。請不要擁擠到受浸池旁，以親朋好友觀禮、照相、送花請在指定的區域進行。請不要擁擠到受浸池旁，以親朋好友觀禮、照相、送花請在指定的區域進行。請不要擁擠到受浸池旁，以

免發生危險。教會已安排專業人士為受浸人員照相、攝影。免發生危險。教會已安排專業人士為受浸人員照相、攝影。免發生危險。教會已安排專業人士為受浸人員照相、攝影。免發生危險。教會已安排專業人士為受浸人員照相、攝影。 

10. 為了讓受浸者的靈命持續成長，請受浸者為了讓受浸者的靈命持續成長，請受浸者為了讓受浸者的靈命持續成長，請受浸者為了讓受浸者的靈命持續成長，請受浸者務必參加務必參加務必參加務必參加教會開設的裝備課程教會開設的裝備課程教會開設的裝備課程教會開設的裝備課程。。。。 

11. 如有任何問題，請咨詢所屬牧區的區牧、區長、實習區長、小組長，如有任何問題，請咨詢所屬牧區的區牧、區長、實習區長、小組長，如有任何問題，請咨詢所屬牧區的區牧、區長、實習區長、小組長，如有任何問題，請咨詢所屬牧區的區牧、區長、實習區長、小組長，或聯絡或聯絡或聯絡或聯絡本本本本

季浸禮協調：季浸禮協調：季浸禮協調：季浸禮協調：______________或電或電或電或電 626-961-1659 Ext 0。。。。 

    

    

    

受浸者閱讀後保留受浸者閱讀後保留受浸者閱讀後保留受浸者閱讀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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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一篇信息：一篇信息：一篇信息：一篇信息：兩本天書的啟示兩本天書的啟示兩本天書的啟示兩本天書的啟示                     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      

 

經文：詩篇經文：詩篇經文：詩篇經文：詩篇 19:1-14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

語，也無聲音可聽。語，也無聲音可聽。語，也無聲音可聽。語，也無聲音可聽。祂祂祂祂的量帶通遍天下，的量帶通遍天下，的量帶通遍天下，的量帶通遍天下，祂祂祂祂的言語傳到地極。的言語傳到地極。的言語傳到地極。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

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祂祂祂祂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祂祂祂祂

的熱氣。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的熱氣。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的熱氣。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的熱氣。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

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

房下滴的蜜甘甜。況房下滴的蜜甘甜。況房下滴的蜜甘甜。況房下滴的蜜甘甜。況且且且且祢祢祢祢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

祢祢祢祢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求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求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求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求祢祢祢祢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

犯大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犯大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犯大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犯大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贖贖贖主主主主啊啊啊啊，願我，願我，願我，願我口中口中口中口中的言語、心的言語、心的言語、心的言語、心裡裡裡裡的意的意的意的意念念念念在在在在祢祢祢祢面面面面前前前前蒙悅納蒙悅納蒙悅納蒙悅納。。。。 

 

 

引言：詩篇為引言：詩篇為引言：詩篇為引言：詩篇為歷代信徒所喜愛歷代信徒所喜愛歷代信徒所喜愛歷代信徒所喜愛，，，，千千萬萬千千萬萬千千萬萬千千萬萬的的的的信徒信徒信徒信徒從其從其從其從其中中中中得到極大的得到極大的得到極大的得到極大的啟示與鼓舞啟示與鼓舞啟示與鼓舞啟示與鼓舞。神。神。神。神學家加爾學家加爾學家加爾學家加爾文文文文

稱它稱它稱它稱它為為為為「靈魂「靈魂「靈魂「靈魂的的的的解剖學」解剖學」解剖學」解剖學」，表，表，表，表達達達達人人人人對對對對神真神真神真神真摯摯摯摯的的的的情感情感情感情感以以以以及及及及生活生活生活生活中深刻中深刻中深刻中深刻的的的的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一、一、一、一、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本本本本無字的天無字的天無字的天無字的天書書書書──大自然（詩篇大自然（詩篇大自然（詩篇大自然（詩篇 19:1-6)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界是界是界是界是一一一一部部部部無字的無字的無字的無字的聖聖聖聖經，經，經，經，默默默默默默默默地地地地向向向向人述說、見證神的人述說、見證神的人述說、見證神的人述說、見證神的權權權權能、榮耀和能、榮耀和能、榮耀和能、榮耀和偉偉偉偉大的作為。大的作為。大的作為。大的作為。許許許許多天多天多天多天

文文文文學家學家學家學家、、、、科學家科學家科學家科學家經經經經仔細觀察仔細觀察仔細觀察仔細觀察、、、、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無不，無不，無不，無不驚嘆驚嘆驚嘆驚嘆神神神神偉偉偉偉大大大大奇妙奇妙奇妙奇妙的的的的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80%科學家信科學家信科學家信科學家信有神）有神）有神）有神）

羅羅羅羅 1:20「「「「.....明明可知，明明可知，明明可知，明明可知，....無可無可無可無可推諉」推諉」推諉」推諉」  

    1. 大自然見證神的大自然見證神的大自然見證神的大自然見證神的中中中中心心心心──神神神神「「「「諸天述說神的榮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這這這這位位位位創造創造創造創造者者者者原原原原文為文為文為文為 Elohim即即即即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  

    2. 大自然見證的大自然見證的大自然見證的大自然見證的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1) 日日夜夜的見證日日夜夜的見證日日夜夜的見證日日夜夜的見證(v2) 晝晝晝晝夜不夜不夜不夜不息息息息，，，，四季四季四季四季不不不不停停停停  

(2)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靜靜靜靜靜靜靜靜地見證地見證地見證地見證(v3) 肉耳雖肉耳雖肉耳雖肉耳雖聽不見，聽不見，聽不見，聽不見，但卻但卻但卻但卻能能能能送送送送入人的心入人的心入人的心入人的心中中中中，使人，使人，使人，使人良良良良心的心的心的心的深處深處深處深處會意識會意識會意識會意識

到到到到冥冥之中冥冥之中冥冥之中冥冥之中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位奇妙位奇妙位奇妙位奇妙的的的的造造造造物主。物主。物主。物主。  

(3) 天下天下天下天下皆皆皆皆知的見證知的見證知的見證知的見證(v4a) 「「「「量帶量帶量帶量帶」指」指」指」指大自然見證大自然見證大自然見證大自然見證所達之範圍所達之範圍所達之範圍所達之範圍，不受時，不受時，不受時，不受時空限空限空限空限制，人人都制，人人都制，人人都制，人人都

可聽到，使可聽到，使可聽到，使可聽到，使「「「「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地極地極地極地極」」」」的人都的人都的人都的人都「「「「明明可知明明可知明明可知明明可知」」」」，，，，「「「「無可無可無可無可推諉」推諉」推諉」推諉」。。。。  

    3. 太陽的見證太陽的見證太陽的見證太陽的見證(v4b-6)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與與與與人人人人類類類類的的的的關係最密切關係最密切關係最密切關係最密切，，，，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沒有太陽，地。沒有太陽，地。沒有太陽，地。沒有太陽，地球球球球上上上上只只只只有有有有黑暗黑暗黑暗黑暗、、、、寒冷寒冷寒冷寒冷和和和和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它它它它如新如新如新如新

郎出洞房，郎出洞房，郎出洞房，郎出洞房，把把把把榮耀、歡榮耀、歡榮耀、歡榮耀、歡樂樂樂樂帶給人帶給人帶給人帶給人們們們們，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勇，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勇，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勇，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勇往往往往直前地直前地直前地直前地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使命，太陽帶使命，太陽帶使命，太陽帶使命，太陽帶

給地給地給地給地球光球光球光球光明、明、明、明、溫暖溫暖溫暖溫暖和無和無和無和無限限限限的生的生的生的生機機機機。。。。   

二二二二、、、、第二本第二本第二本第二本有字的天有字的天有字的天有字的天書書書書──聖聖聖聖經（詩經（詩經（詩經（詩 19:7-10））））  

大大大大衛欣衛欣衛欣衛欣賞賞賞賞了了了了日出的日出的日出的日出的美景之美景之美景之美景之後，接著便後，接著便後，接著便後，接著便去欣去欣去欣去欣賞神的賞神的賞神的賞神的話話話話語語語語──這這這這本本本本有字天有字天有字天有字天書書書書見證述說神見證述說神見證述說神見證述說神對對對對人的心人的心人的心人的心

意和意和意和意和恩情恩情恩情恩情。。。。  

    1. 聖聖聖聖經見證的經見證的經見證的經見證的中中中中心心心心──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罪入罪入罪入罪入了了了了人心，使人思人心，使人思人心，使人思人心，使人思念念念念變為變為變為變為虛虛虛虛妄，不妄，不妄，不妄，不客觀客觀客觀客觀地接受大自然的地接受大自然的地接受大自然的地接受大自然的啟示啟示啟示啟示，因此耶和華（守，因此耶和華（守，因此耶和華（守，因此耶和華（守約約約約

施慈愛施慈愛施慈愛施慈愛的的的的立約立約立約立約者），者），者），者），再賜再賜再賜再賜新新新新啟示啟示啟示啟示，表明祂，表明祂，表明祂，表明祂樂樂樂樂意意意意施恩拯施恩拯施恩拯施恩拯救人的心意救人的心意救人的心意救人的心意與恩情與恩情與恩情與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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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聖聖聖經的經的經的經的特質與功效特質與功效特質與功效特質與功效  

      (1) 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全備：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全備：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全備：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全備：十十十十全全全全十美十美十美十美，，，，歷歷歷歷經經經經數千年數千年數千年數千年不不不不需修需修需修需修正。正。正。正。「「「「天地都天地都天地都天地都要廢去要廢去要廢去要廢去，，，，

律法的一律法的一律法的一律法的一點點點點一一一一劃劃劃劃都不能都不能都不能都不能廢去」廢去」廢去」廢去」(太太太太 5:18)  

(2) 法度確定，使愚人有智慧；法度法度確定，使愚人有智慧；法度法度確定，使愚人有智慧；法度法度確定，使愚人有智慧；法度英譯英譯英譯英譯為為為為「「「「見證見證見證見證」」」」。。。。聖聖聖聖經見證經見證經見證經見證萬萬萬萬物的來物的來物的來物的來源源源源，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墮落墮落墮落墮落，，，，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相相相相──都都都都是是是是真實正確的，使真實正確的，使真實正確的，使真實正確的，使單純渴單純渴單純渴單純渴慕的人得智慧。慕的人得智慧。慕的人得智慧。慕的人得智慧。  

(3) 訓詞正直，快活人心；訓詞正直，快活人心；訓詞正直，快活人心；訓詞正直，快活人心；即即即即法法法法規規規規、、、、規規規規章、生活章、生活章、生活章、生活行行行行為為為為之規範之規範之規範之規範，，，，遵行遵行遵行遵行必帶來必帶來必帶來必帶來幸福幸福幸福幸福快快快快樂樂樂樂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  

(4) 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眼目；命令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眼目；命令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眼目；命令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眼目；命令的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是順服是順服是順服是順服，聽從，聽從，聽從，聽從或違背關係或違背關係或違背關係或違背關係著人永遠的生著人永遠的生著人永遠的生著人永遠的生死禍福死禍福死禍福死禍福。。。。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話是話是話是話是我我我我腳腳腳腳前的前的前的前的燈燈燈燈，能，能，能，能照照照照明我明我明我明我們們們們心心心心中中中中的眼的眼的眼的眼睛睛睛睛，，，，看看看看見自己的錯失，見自己的錯失，見自己的錯失，見自己的錯失，看看看看見見見見屬靈屬靈屬靈屬靈的的的的奧秘奧秘奧秘奧秘。。。。  

(5) 道理潔淨，存到永遠；道理潔淨，存到永遠；道理潔淨，存到永遠；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英譯英譯英譯英譯為為為為「敬畏「敬畏「敬畏「敬畏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是放之四海」是放之四海」是放之四海」是放之四海而而而而皆準皆準皆準皆準，，，，萬古常萬古常萬古常萬古常新的真理，新的真理，新的真理，新的真理，

自然能存到永遠。自然能存到永遠。自然能存到永遠。自然能存到永遠。  

(6) 典章真實，全然公義典章真實，全然公義典章真實，全然公義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英譯「英譯「英譯「英譯「the judgment of the Lord」」」」祂祂祂祂是審判萬是審判萬是審判萬是審判萬有的主，祂的有的主，祂的有的主，祂的有的主，祂的判判判判

斷斷斷斷全然公義，沒有全然公義，沒有全然公義，沒有全然公義，沒有曲解曲解曲解曲解、、、、偏袒偏袒偏袒偏袒，賞，賞，賞，賞罰分罰分罰分罰分明，人人心明，人人心明，人人心明，人人心服口服服口服服口服服口服。。。。  

 

    3. 聖聖聖聖經的經的經的經的寶貴寶貴寶貴寶貴：如金子：如金子：如金子：如金子般貴重般貴重般貴重般貴重，如蜜甘甜。，如蜜甘甜。，如蜜甘甜。，如蜜甘甜。  

 

三三三三、、、、聖靈聖靈聖靈聖靈的的的的光照與啟示光照與啟示光照與啟示光照與啟示(v11-14)  

從從從從 11節看節看節看節看出大出大出大出大衛與衛與衛與衛與神的神的神的神的關係拉近了關係拉近了關係拉近了關係拉近了，他，他，他，他稱「稱「稱「稱「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為為為為「「「「祢祢祢祢」」」」，他從神的，他從神的，他從神的，他從神的話中話中話中話中得著得著得著得著光與啟光與啟光與啟光與啟

示示示示。。。。  

 

    1. 領領領領受警戒受警戒受警戒受警戒與與與與大賞大賞大賞大賞  

(1) 警戒：神的警戒：神的警戒：神的警戒：神的話將話將話將話將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危機危機危機危機、、、、陷阱指陷阱指陷阱指陷阱指出來，出來，出來，出來，撒旦撒旦撒旦撒旦的真的真的真的真面面面面目目目目曝露曝露曝露曝露出來，又出來，又出來，又出來，又將將將將人人人人

肉體中肉體中肉體中肉體中的的的的敗壞軟弱敗壞軟弱敗壞軟弱敗壞軟弱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顯顯顯顯明，成為我明，成為我明，成為我明，成為我們們們們的警戒。的警戒。的警戒。的警戒。  

(2) 大賞：大賞：大賞：大賞：但更但更但更但更可可可可貴貴貴貴的的的的是它是它是它是它能能能能使使使使遵行遵行遵行遵行者得大賞，使我者得大賞，使我者得大賞，使我者得大賞，使我們原本平凡們原本平凡們原本平凡們原本平凡、、、、短暫短暫短暫短暫、、、、敗壞敗壞敗壞敗壞無意義的無意義的無意義的無意義的

一生變為一生變為一生變為一生變為寶貴寶貴寶貴寶貴、榮、榮、榮、榮美美美美，有，有，有，有價值價值價值價值。。。。聖聖聖聖經經經經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每每每每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預預預預言都必成為言都必成為言都必成為言都必成為事事事事實，實，實，實，每每每每一個警戒都必一個警戒都必一個警戒都必一個警戒都必

兌兌兌兌現，現，現，現，每每每每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應許應許應許應許也必也必也必也必應驗應驗應驗應驗。。。。  

 

    2. 認認認認識罪的識罪的識罪的識罪的擴散性擴散性擴散性擴散性(v12-14)  

人不人不人不人不讀讀讀讀經不知道自己的經不知道自己的經不知道自己的經不知道自己的渺小污穢渺小污穢渺小污穢渺小污穢，大，大，大，大衛遙望衛遙望衛遙望衛遙望蒼天，蒼天，蒼天，蒼天，低頭讀低頭讀低頭讀低頭讀經，經，經，經，默察默察默察默察己己己己身身身身，想，想，想，想起起起起自己的過自己的過自己的過自己的過

犯失犯失犯失犯失敗敗敗敗的經的經的經的經歷歷歷歷。。。。  

(1) 錯失：無意錯失：無意錯失：無意錯失：無意中中中中聽到、聽到、聽到、聽到、看看看看到到到到或或或或作作作作了了了了不不不不該該該該作的作的作的作的事事事事，，，，非預謀但若非預謀但若非預謀但若非預謀但若掉掉掉掉以以以以輕輕輕輕心，不心，不心，不心，不對對對對付就付就付就付就變成變成變成變成──── 

(2) 隱而未現的過錯：隱而未現的過錯：隱而未現的過錯：隱而未現的過錯：指指指指心思意心思意心思意心思意念中念中念中念中錯錯錯錯誤誤誤誤的思想的思想的思想的思想或或或或態態態態度（度（度（度（苦毒苦毒苦毒苦毒、、、、怨恨怨恨怨恨怨恨、、、、貪婪貪婪貪婪貪婪、、、、污穢污穢污穢污穢、、、、邪邪邪邪情情情情

私慾等私慾等私慾等私慾等），此時），此時），此時），此時若若若若不求不求不求不求光照光照光照光照，，，，仍仍仍仍然然然然執執執執迷迷迷迷不不不不悟就悟就悟就悟就會犯會犯會犯會犯────  

(3) 任意妄為的罪：不任意妄為的罪：不任意妄為的罪：不任意妄為的罪：不怕怕怕怕神、不神、不神、不神、不願願願願把把把把心心心心中所中所中所中所想的想的想的想的付付付付諸諸諸諸行行行行動動動動，犯，犯，犯，犯了了了了罪，不想罪，不想罪，不想罪，不想面對面對面對面對還還還還想想想想遮蓋遮蓋遮蓋遮蓋

就就就就會會會會變成變成變成變成────  

(4) 大罪：完全受大罪：完全受大罪：完全受大罪：完全受撒旦撒旦撒旦撒旦引引引引誘誘誘誘而犯下大而犯下大而犯下大而犯下大罪罪罪罪，大，大，大，大衛衛衛衛經經經經歷了歷了歷了歷了知罪、知罪、知罪、知罪、認認認認罪、罪、罪、罪、勝勝勝勝罪的罪的罪的罪的秘秘秘秘訣訣訣訣（（（（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大大大大

衛衛衛衛犯罪的經過，請犯罪的經過，請犯罪的經過，請犯罪的經過，請參參參參看撒看撒看撒看撒下下下下 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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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對對對神神神神更深深認更深深認更深深認更深深認識識識識與愛與愛與愛與愛慕慕慕慕  

     (1)「「「「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磐石：磐石：磐石：磐石：「「「「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說出他說出他說出他說出他緊緊抓住緊緊抓住緊緊抓住緊緊抓住，，，，切切渴切切渴切切渴切切渴慕的心慕的心慕的心慕的心態態態態。磐石。磐石。磐石。磐石是福樂是福樂是福樂是福樂的的的的根根根根基。基。基。基。  

 (2)「「「「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救救救救贖贖贖贖主：錯失主：錯失主：錯失主：錯失與與與與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的救的救的救的救星星星星，，，，把把把把我從我從我從我從污污污污泥泥泥泥中拉中拉中拉中拉上來。上來。上來。上來。  

 

4. 決志決志決志決志與與與與願願願願望望望望  

 (1) 一生活著的目的：在神前一生活著的目的：在神前一生活著的目的：在神前一生活著的目的：在神前蒙悅納蒙悅納蒙悅納蒙悅納。。。。  

   (2) 積積積積極的願極的願極的願極的願望望望望：：：：追追追追求求求求「口中之「口中之「口中之「口中之言言言言」」」」和和和和「「「「心心心心裏裏裏裏的意的意的意的意念」念」念」念」──也也也也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明明明明處處處處和和和和暗中暗中暗中暗中的為人都能的為人都能的為人都能的為人都能

蒙蒙蒙蒙神神神神喜悅喜悅喜悅喜悅。。。。  

 

思思思思考題考題考題考題目：目：目：目：  

1.  請請請請分分分分享享享享大自然的那一大自然的那一大自然的那一大自然的那一種種種種現現現現象象象象使你使你使你使你看看看看見神的榮耀和作為？見神的榮耀和作為？見神的榮耀和作為？見神的榮耀和作為？  

2.  請請請請分分分分享享享享一一一一節節節節（（（（或或或或一段）你一段）你一段）你一段）你最喜愛最感最喜愛最感最喜愛最感最喜愛最感動動動動最最最最得得得得幫助幫助幫助幫助的經文？的經文？的經文？的經文？  

3.  請請請請分分分分享享享享神的名神的名神的名神的名號號號號稱稱稱稱呼呼呼呼中中中中哪哪哪哪一個名一個名一個名一個名號號號號是是是是你你你你體驗最深刻體驗最深刻體驗最深刻體驗最深刻的？為的？為的？為的？為什麼什麼什麼什麼？（請？（請？（請？（請注注注注意意意意除除除除了了了了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19 篇篇篇篇所所所所提提提提

的的的的之之之之外外外外，神，神，神，神還還還還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不同的名多不同的名多不同的名多不同的名號號號號稱稱稱稱呼呼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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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信息：第二篇信息：第二篇信息：第二篇信息：赦罪之福赦罪之福赦罪之福赦罪之福                                                             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 

經文：詩篇經文：詩篇經文：詩篇經文：詩篇 32:1-7 

 

得赦免其過、得赦免其過、得赦免其過、得赦免其過、遮蓋遮蓋遮蓋遮蓋其罪的，這人其罪的，這人其罪的，這人其罪的，這人是是是是有有有有福福福福的的的的！！！！凡凡凡凡心心心心裡裡裡裡沒有沒有沒有沒有詭詐詭詐詭詐詭詐、耶和華不、耶和華不、耶和華不、耶和華不算算算算為有罪的，這人為有罪的，這人為有罪的，這人為有罪的，這人是是是是有有有有

福福福福的的的的！！！！我我我我閉閉閉閉口口口口不不不不認認認認罪的時罪的時罪的時罪的時候候候候，因，因，因，因終終終終日日日日唉哼唉哼唉哼唉哼而而而而骨骨骨骨頭頭頭頭枯乾枯乾枯乾枯乾。。。。黑黑黑黑夜夜夜夜白白白白日，你的手在我日，你的手在我日，你的手在我日，你的手在我身身身身上上上上沉沉沉沉重重重重；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精精精精液耗盡液耗盡液耗盡液耗盡，如同，如同，如同，如同夏夏夏夏天的天的天的天的乾旱乾旱乾旱乾旱。我。我。我。我向向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你陳明我的罪，不隱你陳明我的罪，不隱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瞞瞞瞞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惡惡惡惡。我說：我。我說：我。我說：我。我說：我要向要向要向要向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承承承承認認認認我我我我

的過犯，你的過犯，你的過犯，你的過犯，你就就就就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惡惡惡惡。為此，。為此，。為此，。為此，凡凡凡凡虔誠虔誠虔誠虔誠人都人都人都人都當趁當趁當趁當趁你可你可你可你可尋找尋找尋找尋找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禱告你；大禱告你；大禱告你；大禱告你；大水泛溢水泛溢水泛溢水泛溢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

必不能到他那必不能到他那必不能到他那必不能到他那裡裡裡裡。你。你。你。你是是是是我藏我藏我藏我藏身之處身之處身之處身之處；你必；你必；你必；你必保佑保佑保佑保佑我我我我脫離苦難脫離苦難脫離苦難脫離苦難，以得救的，以得救的，以得救的，以得救的樂樂樂樂歌歌歌歌四面四面四面四面環環環環繞我。繞我。繞我。繞我。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古古古古今今今今中中中中外外外外全人全人全人全人類類類類都有一個都有一個都有一個都有一個共共共共同的同的同的同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就就就就是是是是 「「「「罪罪罪罪」」」」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大大大大綱綱綱綱：：：：  

一、一、一、一、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是是是是 「「「「罪罪罪罪」」」」？？？？(v.1-2)  

 

詩詩詩詩篇篇篇篇 32:1-2節節節節用用用用四四四四個字來個字來個字來個字來解解解解釋釋釋釋罪的意思罪的意思罪的意思罪的意思  

1. 過過過過(Transgression)就就就就是是是是越越越越規規規規、、、、背背背背逆逆逆逆、、、、越越越越過過過過了了了了神神神神所許所許所許所許可的可的可的可的界限界限界限界限，，，，做做做做了了了了不不不不該該該該做做做做的的的的事事事事(神神神神是是是是絕絕絕絕對對對對

完完完完美美美美的，的，的，的，只只只只有祂知道人的活有祂知道人的活有祂知道人的活有祂知道人的活動動動動在在在在什麼什麼什麼什麼範圍之範圍之範圍之範圍之內內內內才才才才是美是美是美是美好好好好的，的，的，的，所所所所以以以以就訂就訂就訂就訂下下下下了了了了完完完完美美美美的的的的界限界限界限界限)。。。。 

2. 罪罪罪罪(Sin)意意意意即即即即射射射射不不不不中中中中鵠鵠鵠鵠，沒有作神，沒有作神，沒有作神，沒有作神所所所所吩咐吩咐吩咐吩咐人人人人當當當當作的作的作的作的事事事事，，，，所所所所以以以以越軌越軌越軌越軌是是是是罪，罪，罪，罪，當當當當作的不作也一樣作的不作也一樣作的不作也一樣作的不作也一樣

是是是是罪。罪。罪。罪。  

3. 詭詐詭詐詭詐詭詐(Guile)指指指指心思的心思的心思的心思的邪惡邪惡邪惡邪惡與與與與彎彎彎彎曲曲曲曲，這，這，這，這種種種種心思意心思意心思意心思意念念念念的罪，的罪，的罪，的罪，是是是是人人人人性中最性中最性中最性中最可可可可怕怕怕怕、、、、黑暗黑暗黑暗黑暗的一的一的一的一面面面面，，，，

是與是與是與是與生生生生俱俱俱俱來的，人從來的，人從來的，人從來的，人從小小小小不用人教不用人教不用人教不用人教就就就就會會會會欺騙欺騙欺騙欺騙作作作作假假假假，，，，長長長長大以後，會大以後，會大以後，會大以後，會玩玩玩玩手段，手段，手段，手段，勾勾勾勾心心心心鬥角鬥角鬥角鬥角，，，，笑裏笑裏笑裏笑裏

藏藏藏藏刀刀刀刀，，，，甚至借刀殺甚至借刀殺甚至借刀殺甚至借刀殺人，正如人，正如人，正如人，正如耶耶耶耶 17:7-10所所所所說說說說 「「「「人心比人心比人心比人心比萬萬萬萬物都物都物都物都詭詐詭詐詭詐詭詐…」」」」  

4. 罪罪罪罪孽孽孽孽(Iniquity)(中中中中文文文文聖聖聖聖經經經經譯譯譯譯作罪作罪作罪作罪)這字的意思這字的意思這字的意思這字的意思是是是是 「「「「扭扭扭扭曲曲曲曲」」」」(crookedness)或是或是或是或是 「「「「變變變變形形形形」」」」

(deformity)，，，，詭詐詭詐詭詐詭詐的的的的惡惡惡惡深深深深藏藏藏藏於於於於心心心心「「「「罪罪罪罪孽孽孽孽」」」」(Iniquity)乃乃乃乃著著著著重於行重於行重於行重於行為上的為上的為上的為上的扭扭扭扭曲曲曲曲變變變變形形形形。。。。例例例例如如如如造造造造

謠謠謠謠曲解曲解曲解曲解，，，，顛倒顛倒顛倒顛倒是非是非是非是非，為，為，為，為了了了了自己的利自己的利自己的利自己的利益益益益完全不理會公義和真理，完全不理會公義和真理，完全不理會公義和真理，完全不理會公義和真理，行行行行不道不道不道不道德德德德、不、不、不、不合合合合理、不正理、不正理、不正理、不正

直的直的直的直的事事事事。。。。   

 

二二二二、、、、除除除除罪罪罪罪之之之之法法法法 (v .1-2)  

 

1. 赦免：赦免：赦免：赦免：就就就就是是是是 「「「「拿拿拿拿去去去去」」」」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只只只只有神能有神能有神能有神能拿拿拿拿去去去去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罪的大罪的大罪的大罪的大重重重重擔擔擔擔。。。。  

2. 遮蓋遮蓋遮蓋遮蓋：：：：即即即即塗抹乾塗抹乾塗抹乾塗抹乾淨不淨不淨不淨不再看再看再看再看見的意思，人犯罪後見的意思，人犯罪後見的意思，人犯罪後見的意思，人犯罪後常常常常想想想想辦辦辦辦法來法來法來法來「「「「遮蓋遮蓋遮蓋遮蓋」」」」。。。。亞當亞當亞當亞當、、、、夏娃夏娃夏娃夏娃用用用用樹葉樹葉樹葉樹葉

編裙編裙編裙編裙子來子來子來子來遮蓋遮蓋遮蓋遮蓋，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太陽一太陽一太陽一太陽一曬曬曬曬，，，，葉葉葉葉子子子子枯乾掉枯乾掉枯乾掉枯乾掉落落落落就醜態百就醜態百就醜態百就醜態百出，後來神出，後來神出，後來神出，後來神就親就親就親就親自用自用自用自用皮皮皮皮子作子作子作子作衣衣衣衣服服服服

給他給他給他給他們們們們穿穿穿穿，他，他，他，他們們們們的的的的羞辱就羞辱就羞辱就羞辱就不不不不再顯露了再顯露了再顯露了再顯露了，這，這，這，這 「「「「皮皮皮皮子子子子衣衣衣衣」」」」就就就就是是是是耶耶耶耶穌穌穌穌救救救救贖贖贖贖宏宏宏宏恩恩恩恩的的的的象徵象徵象徵象徵，祂為我，祂為我，祂為我，祂為我

們們們們的罪的罪的罪的罪死死死死在在在在十十十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上，以祂的上，以祂的上，以祂的上，以祂的寶寶寶寶血血血血來來來來遮蓋遮蓋遮蓋遮蓋一一一一切相信切相信切相信切相信祂的人，人祂的人，人祂的人，人祂的人，人若若若若想用自己的想用自己的想用自己的想用自己的辦辦辦辦法來法來法來法來遮蓋遮蓋遮蓋遮蓋

自己的罪，自己的罪，自己的罪，自己的罪，就就就就會會會會欲蓋彌彰欲蓋彌彰欲蓋彌彰欲蓋彌彰，，，，大大大大衛衛衛衛為為為為了了了了遮蓋遮蓋遮蓋遮蓋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淫淫淫淫人人人人之之之之妻妻妻妻的罪，的罪，的罪，的罪，反反反反而犯而犯而犯而犯了了了了殺殺殺殺人人人人之之之之夫夫夫夫的大罪，的大罪，的大罪，的大罪，

所所所所以以以以箴箴箴箴言言言言 28:13 說說說說：：：：「「「「遮掩遮掩遮掩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自己罪過的必不自己罪過的必不自己罪過的必不亨亨亨亨通，通，通，通，承承承承認認認認離棄離棄離棄離棄罪過的必罪過的必罪過的必罪過的必蒙蒙蒙蒙憐恤憐恤憐恤憐恤」」」」。。。。  

3. 不不不不算算算算：：：：即即即即一一一一筆勾銷筆勾銷筆勾銷筆勾銷，不，不，不，不計舊計舊計舊計舊帳帳帳帳之之之之意，人都意，人都意，人都意，人都喜喜喜喜歡歡歡歡翻舊翻舊翻舊翻舊帳，能帳，能帳，能帳，能夠夠夠夠原原原原諒諒諒諒，，，，但卻但卻但卻但卻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忘記忘記忘記忘記，，，，但但但但神神神神

一赦免祂一赦免祂一赦免祂一赦免祂就忘記就忘記就忘記就忘記了了了了，，，，把把把把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罪的罪的罪的罪投投投投入入入入深深深深淵淵淵淵大大大大海海海海，永不，永不，永不，永不再再再再記記記記念念念念。。。。  

4.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大大大大衛衛衛衛明知自己心明知自己心明知自己心明知自己心中中中中有有有有詭詐詭詐詭詐詭詐，可，可，可，可是是是是怎怎怎怎麼麼麼麼會會會會「「「「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了了了了呢？呢？呢？呢？原原原原來來來來是是是是神神神神親親親親自自自自塗抹洗除塗抹洗除塗抹洗除塗抹洗除

了了了了，從此，從此，從此，從此就就就就再再再再也也也也找找找找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了了了了，這，這，這，這就就就就是福是福是福是福音。音。音。音。按按按按聖聖聖聖經經經經啟示啟示啟示啟示，人一生的言，人一生的言，人一生的言，人一生的言行行行行都在神前都在神前都在神前都在神前留留留留下下下下了了了了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將將將將來來來來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的人無論大的人無論大的人無論大的人無論大小小小小都都都都站站站站在在在在寶寶寶寶座座座座前，前，前，前，案卷展開案卷展開案卷展開案卷展開了了了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卻卻卻卻憑憑憑憑著這些著這些著這些著這些案卷案卷案卷案卷所所所所

記載記載記載記載的，的，的，的，照照照照他他他他們所行們所行們所行們所行的受的受的受的受審判審判審判審判」」」」(啟啟啟啟 20:12)，，，，是是是是誰能誰能誰能誰能把把把把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罪的罪的罪的罪案案案案、、、、壞壞壞壞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完全完全完全完全塗抹乾塗抹乾塗抹乾塗抹乾淨淨淨淨

呢？呢？呢？呢？約約約約壹壹壹壹書書書書 1:9 說說說說 「「「「我我我我們若認們若認們若認們若認自己的罪神自己的罪神自己的罪神自己的罪神是信是信是信是信實的，實的，實的，實的，是是是是公義的，必公義的，必公義的，必公義的，必要要要要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們們們們的罪，的罪，的罪，的罪，洗洗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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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我淨我淨我淨我們們們們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的不義的不義的不義的不義」」」」。神。神。神。神向向向向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世世世世人人人人挑戰挑戰挑戰挑戰「「「「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來，我來，我來，我來，我們們們們彼彼彼彼此此此此辯辯辯辯論。你論。你論。你論。你們們們們的罪的罪的罪的罪雖雖雖雖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像硃紅，，，，

必變成必變成必變成必變成雪白雪白雪白雪白，，，，雖雖雖雖紅紅紅紅如如如如丹顏丹顏丹顏丹顏，必，必，必，必白白白白如如如如羊毛羊毛羊毛羊毛」」」」(賽賽賽賽 1:18)— 完全沒有完全沒有完全沒有完全沒有記錄記錄記錄記錄了了了了！！！！何何何何等等等等奇妙奇妙奇妙奇妙的救的救的救的救恩恩恩恩！！！！   

三三三三、如何得、如何得、如何得、如何得享享享享赦罪赦罪赦罪赦罪之福之福之福之福 (v.3-7)  

    

1. 不不不不認認認認罪罪罪罪之之之之苦苦苦苦 (v.3-4)  

(1)心心心心苦苦苦苦  

(2)失失失失去去去去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3)靈靈靈靈裏裏裏裏受受受受壓壓壓壓  

 

2.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認認認認罪罪罪罪 (v.5)  

(1)陳明：一樣一樣的說出來，陳明：一樣一樣的說出來，陳明：一樣一樣的說出來，陳明：一樣一樣的說出來，毫毫毫毫無無無無保留保留保留保留的的的的展展展展現自己的現自己的現自己的現自己的軟弱軟弱軟弱軟弱，不，不，不，不籠統籠統籠統籠統，不含，不含，不含，不含混混混混，，，，徹底徹底徹底徹底仔細仔細仔細仔細

地地地地逐逐逐逐一一一一擺擺擺擺在神在神在神在神面面面面前。前。前。前。  

(2)不隱不隱不隱不隱瞞瞞瞞瞞：：：：坦白誠坦白誠坦白誠坦白誠實，不實，不實，不實，不輕描淡輕描淡輕描淡輕描淡寫，寫，寫，寫，將將將將罪的罪的罪的罪的枝葉枝葉枝葉枝葉和罪的和罪的和罪的和罪的老根老根老根老根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拔拔拔拔起起起起。。。。  

(3)承承承承認認認認：不：不：不：不推推推推卸責卸責卸責卸責任，不任，不任，不任，不找藉找藉找藉找藉口口口口，不，不，不，不責怪責怪責怪責怪他人。他人。他人。他人。  

a.  認認認認清清清清對對對對象象象象：得罪神：得罪神：得罪神：得罪神就就就就向向向向神神神神認認認認罪，罪，罪，罪，若若若若得罪神也得罪人，得罪神也得罪人，得罪神也得罪人，得罪神也得罪人，就當就當就當就當向向向向神也神也神也神也向向向向人人人人認認認認罪。罪。罪。罪。  

b. 認認認認清清清清場場場場所所所所：明：明：明：明處處處處犯的罪犯的罪犯的罪犯的罪應應應應在明在明在明在明處認處認處認處認罪，罪，罪，罪，暗中暗中暗中暗中犯的罪在犯的罪在犯的罪在犯的罪在暗中對暗中對暗中對暗中對付付付付，在公，在公，在公，在公開開開開的的的的場場場場所所所所得得得得 

  罪人罪人罪人罪人就就就就應應應應在公在公在公在公開開開開的的的的場場場場所向所向所向所向人人人人認認認認罪。罪。罪。罪。  

c. 認認認認清清清清責責責責任：永遠任：永遠任：永遠任：永遠只只只只負負負負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責責責責任，不可任，不可任，不可任，不可拖拖拖拖人下人下人下人下水水水水。。。。  

d. 認認認認罪罪罪罪與與與與賠償賠償賠償賠償：：：：若若若若侵侵侵侵犯犯犯犯了了了了別別別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財財財財物物物物就就就就應應應應當賠償當賠償當賠償當賠償。。。。(總總總總要要要要比比比比原原原原來的來的來的來的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多，多，多，多，例例例例：：：：撒撒撒撒該該該該 

  說說說說 「「「「我我我我若若若若訛詐訛詐訛詐訛詐了了了了誰，誰，誰，誰，就還就還就還就還他他他他四四四四倍倍倍倍」」」」)  

 

3. 認認認認罪的時間罪的時間罪的時間罪的時間 (v.6)務必務必務必務必抓住抓住抓住抓住神神神神 「「「「可可可可尋找尋找尋找尋找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神說。神說。神說。神說 「「「「看看看看哪哪哪哪，現在正，現在正，現在正，現在正是悅納是悅納是悅納是悅納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 

現在正現在正現在正現在正是拯是拯是拯是拯救的日子救的日子救的日子救的日子「「「「，，，，認認認認罪罪罪罪當越早越好！當越早越好！當越早越好！當越早越好！  

 

4.  認認認認罪的罪的罪的罪的福樂福樂福樂福樂 (v.7) 

      (1) 人犯罪時神人犯罪時神人犯罪時神人犯罪時神是是是是可可可可怕怕怕怕的的的的審判審判審判審判官官官官，人，人，人，人向向向向神神神神認認認認罪罪罪罪蒙了蒙了蒙了蒙了赦免，神赦免，神赦免，神赦免，神就就就就成為我成為我成為我成為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 「「「「藏藏藏藏身之處身之處身之處身之處「「「「— 

得到接得到接得到接得到接納納納納和和和和護庇護庇護庇護庇。。。。  

(2) 從從從從肉身肉身肉身肉身和和和和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的的的的苦難苦難苦難苦難中中中中得得得得釋釋釋釋放放放放。。。。  

(3) 不不不不再是四面再是四面再是四面再是四面楚歌楚歌楚歌楚歌四面四面四面四面受受受受敵敵敵敵，而，而，而，而是是是是有得救的有得救的有得救的有得救的樂樂樂樂歌歌歌歌四面四面四面四面環環環環繞我繞我繞我繞我們們們們，真，真，真，真是是是是歡歡歡歡呼呼呼呼喜樂喜樂喜樂喜樂！！！！無罪一無罪一無罪一無罪一

身身身身輕！輕！輕！輕！   

 

思思思思考考考考題題題題目：目：目：目：  

1.  「「「「罪罪罪罪」」」」包含那包含那包含那包含那四四四四方方方方面面面面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 

 2.    請請請請分分分分享享享享你個人你個人你個人你個人認認認認罪罪罪罪悔悔悔悔改，改，改，改，了了了了結以結以結以結以往往往往的經的經的經的經歷與歷與歷與歷與祝祝祝祝福福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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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篇信息：三篇信息：三篇信息：三篇信息：攻破堅固的營壘攻破堅固的營壘攻破堅固的營壘攻破堅固的營壘                      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講員：陳腓利牧師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多後多後多後多後書書書書 10:3-5 

「「「「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們雖們雖們雖們雖然在然在然在然在血血血血氣氣氣氣中行事中行事中行事中行事，，，，卻卻卻卻不不不不憑憑憑憑著著著著血血血血氣氣氣氣爭爭爭爭戰戰戰戰。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爭爭爭爭戰戰戰戰的的的的兵器兵器兵器兵器本本本本不不不不是屬是屬是屬是屬血血血血氣的，氣的，氣的，氣的，乃乃乃乃是是是是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面面面面前有能前有能前有能前有能力力力力，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攻破堅固攻破堅固攻破堅固攻破堅固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將將將將各各各各樣的樣的樣的樣的計計計計謀謀謀謀，，，，各各各各樣攔阻人樣攔阻人樣攔阻人樣攔阻人認認認認識神的那些自識神的那些自識神的那些自識神的那些自高高高高之事之事之事之事，一，一，一，一

概攻破概攻破概攻破概攻破了了了了，又，又，又，又將將將將人人人人所所所所有的心意有的心意有的心意有的心意奪奪奪奪回，使他都回，使他都回，使他都回，使他都順服順服順服順服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引言：耶引言：耶引言：耶引言：耶穌穌穌穌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十十十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上上上上已已已已經經經經戰勝戰勝戰勝戰勝了了了了罪罪罪罪與死亡與死亡與死亡與死亡，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每每每每一一一一位信徒位信徒位信徒位信徒都可以從都可以從都可以從都可以從撒但撒但撒但撒但的的的的權權權權勢勢勢勢下得下得下得下得釋釋釋釋

放放放放，經，經，經，經歷歷歷歷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裏裏裏裏的自的自的自的自由與由與由與由與得得得得勝勝勝勝，正如，正如，正如，正如加拉加拉加拉加拉太太太太書書書書 5:1 所所所所說說說說「「「「…所所所所以以以以要要要要站站站站立立立立得得得得穩穩穩穩，不，不，不，不要再要再要再要再被被被被奴奴奴奴僕僕僕僕

的的的的軛挾軛挾軛挾軛挾制。制。制。制。」」」」可見一個可見一個可見一個可見一個信徒若信徒若信徒若信徒若在在在在信信信信心上心上心上心上站站站站立立立立不不不不穩穩穩穩，，，，仍仍仍仍然會然會然會然會落落落落入入入入撒但撒但撒但撒但的的的的捆綁挾捆綁挾捆綁挾捆綁挾制制制制之中之中之中之中。。。。   

大大大大綱綱綱綱：：：：  

一、一、一、一、  所所所所謂謂謂謂 「「「「堅固堅固堅固堅固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  

1. 是是是是一一一一種根種根種根種根深深深深蒂固蒂固蒂固蒂固、錯、錯、錯、錯誤誤誤誤的思想的思想的思想的思想形態形態形態形態、人生、人生、人生、人生觀觀觀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  

        2. 是是是是從人的從人的從人的從人的肉體肉體肉體肉體私慾私慾私慾私慾中中中中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出來的不出來的不出來的不出來的不良良良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習慣習慣習慣習慣。。。。(例例例例：：：：抽菸抽菸抽菸抽菸、、、、喝酒喝酒喝酒喝酒、、、、黃黃黃黃色書色書色書色書刊刊刊刊、、、、影片影片影片影片等等等等)  

        3. 從從從從遺遺遺遺傳傳傳傳或或或或早早早早年年年年不不不不愉愉愉愉快的快的快的快的遭遇遭遇遭遇遭遇所所所所累累累累積積積積下來的下來的下來的下來的怒怒怒怒氣、氣、氣、氣、苦毒苦毒苦毒苦毒、自、自、自、自卑卑卑卑、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感感感感、、、、猜疑猜疑猜疑猜疑的的的的脾脾脾脾性性性性。。。。  

        4. 不不不不合合合合聖聖聖聖經真理的文經真理的文經真理的文經真理的文化化化化傳傳傳傳統統統統和和和和風俗習慣風俗習慣風俗習慣風俗習慣被被被被撒但撒但撒但撒但利用來利用來利用來利用來挾挾挾挾制制制制信徒信徒信徒信徒，使，使，使，使信徒信徒信徒信徒受受受受捆綁捆綁捆綁捆綁，，，，靈靈靈靈命無法命無法命無法命無法

活活活活潑潑潑潑的成的成的成的成長長長長。。。。  

        5. 人在有意人在有意人在有意人在有意或或或或無意無意無意無意中與污中與污中與污中與污鬼鬼鬼鬼邪邪邪邪靈靈靈靈接接接接觸觸觸觸，給，給，給，給牠牠牠牠留留留留了了了了地地地地步步步步，以，以，以，以致致致致給給給給牠牠牠牠機機機機會在我會在我會在我會在我們們們們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中中中中、、、、家家家家

中中中中建建建建立立立立營壘營壘營壘營壘、、、、興風興風興風興風作作作作浪浪浪浪來來來來騷擾騷擾騷擾騷擾、、、、折磨折磨折磨折磨人。人。人。人。(林林林林後後後後 2:11 中「中「中「中「趁趁趁趁著著著著機機機機會會會會勝勝勝勝過我過我過我過我們們們們」」」」、、、、佔佔佔佔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

便便便便宜宜宜宜)   

 

二二二二、、、、 認認認認識並識並識並識並分分分分辨堅固營壘辨堅固營壘辨堅固營壘辨堅固營壘的的的的根根根根源源源源  

1. 心思心思心思心思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 (林林林林後後後後 10:5)  

          當當當當人的心思人的心思人的心思人的心思(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形態形態形態形態)被被被被黑暗黑暗黑暗黑暗的的的的權權權權勢勢勢勢所所所所霸佔霸佔霸佔霸佔時，人的生命時，人的生命時，人的生命時，人的生命中中中中就就就就有有有有了撒但了撒但了撒但了撒但堅固堅固堅固堅固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

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們們們們成成成成長長長長的過的過的過的過程程程程中中中中，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家家家家庭庭庭庭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教教教教育育育育、、、、環境環境環境環境以以以以及及及及人生人生人生人生遭遇遭遇遭遇遭遇都會都會都會都會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

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形態形態形態形態、人生、人生、人生、人生觀觀觀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與聖與聖與聖與聖經真理經真理經真理經真理相違背相違背相違背相違背的的的的)  

      例例例例如如如如: (1) 有人自有人自有人自有人自小小小小貧困貧困貧困貧困，以，以，以，以致致致致看看看看金金金金錢錢錢錢萬萬萬萬能能能能—「「「「有有有有錢錢錢錢能使能使能使能使鬼鬼鬼鬼推推推推磨磨磨磨」」」」遂遂遂遂以以以以賺錢賺錢賺錢賺錢發發發發財財財財為人生為人生為人生為人生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志志志志向向向向(但聖但聖但聖但聖經教經教經教經教導導導導：：：：「「「「你你你你們要們要們要們要謹慎謹慎謹慎謹慎自守免自守免自守免自守免去去去去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的的的的貪貪貪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乎乎乎

家家家家道道道道豐富豐富豐富豐富。。。。」」」」(路路路路 12:15)  

           (2) 有人從有人從有人從有人從小小小小被師被師被師被師長當長當長當長當眾眾眾眾羞辱羞辱羞辱羞辱過，自過，自過，自過，自尊尊尊尊心受到心受到心受到心受到傷害傷害傷害傷害，以，以，以，以致致致致自自自自卑卑卑卑畏畏畏畏縮縮縮縮，，，，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覺覺覺覺得不如得不如得不如得不如

人人人人(聖聖聖聖經說我經說我經說我經說我們是萬們是萬們是萬們是萬王王王王之之之之王王王王的的的的兒女兒女兒女兒女，，，，君君君君尊尊尊尊的的的的祭司祭司祭司祭司)  

           (3)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曾曾曾曾被人以被人以被人以被人以暴力暴力暴力暴力相向相向相向相向，以，以，以，以致致致致裏裏裏裏面面面面的的的的怒怒怒怒氣無法氣無法氣無法氣無法疏疏疏疏解解解解，，，，脾脾脾脾氣氣氣氣暴燥暴燥暴燥暴燥無法無法無法無法控控控控制。制。制。制。  

  2. 文文文文化化化化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 (約約約約壹壹壹壹 2:15-17；；；；西西西西 2:8)  

每每每每一個地一個地一個地一個地域域域域或或或或種種種種族族族族的人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所所所所形形形形成的文成的文成的文成的文化化化化與與與與傳傳傳傳統統統統。。。。約約約約壹壹壹壹 2:15-17 中所中所中所中所說的說的說的說的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不，不，不，不是指是指是指是指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界界界界，而，而，而，而是指是指是指是指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有組織組織組織組織的的的的體體體體系系系系，，，，是是是是以以以以撒但撒但撒但撒但為為為為首首首首與與與與神為神為神為神為敵敵敵敵的傳的傳的傳的傳統統統統文文文文化化化化，，，，

在人心在人心在人心在人心中中中中建建建建立了立了立了立了營壘營壘營壘營壘，，，，所所所所以以以以保保保保羅羅羅羅在在在在西西西西 2:8 中中中中警告我警告我警告我警告我們要們要們要們要謹慎謹慎謹慎謹慎免得被免得被免得被免得被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的的的的體體體體系系系系、、、、虛空虛空虛空虛空的的的的

妄言，不妄言，不妄言，不妄言，不照照照照著基督著基督著基督著基督乃乃乃乃照照照照人間的人間的人間的人間的遺遺遺遺傳和傳和傳和傳和世世世世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在基督的真理在基督的真理在基督的真理在基督的真理面面面面前，人間一前，人間一前，人間一前，人間一切切切切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

學學學學說說說說只只只只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是小學是小學是小學是小學））））就就就就把把把把我我我我們們們們擄擄擄擄去去去去，成為，成為，成為，成為它它它它的的的的俘虜俘虜俘虜俘虜。。。。  

      例例例例如如如如: (1)中中中中華文華文華文華文化化化化：：：：「「「「自自自自掃門掃門掃門掃門前前前前雪雪雪雪，，，，莫管莫管莫管莫管他人他人他人他人瓦瓦瓦瓦上上上上霜霜霜霜」」」」，以，以，以，以致致致致華人成為全華人成為全華人成為全華人成為全世世世世界最界最界最界最自自自自私私私私自利的自利的自利的自利的

民族民族民族民族，，，，分散分散分散分散在在在在世世世世界界界界各各各各地的華地的華地的華地的華僑僑僑僑都都都都很聰很聰很聰很聰明、明、明、明、很殷勤很殷勤很殷勤很殷勤、、、、很很很很會會會會賺錢賺錢賺錢賺錢，，，，但但但但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想到想到想到想到要要要要回回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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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社饋社饋社饋社會，以會，以會，以會，以致致致致常常常常有有有有反反反反華華華華暴暴暴暴動動動動的的的的事事事事件件件件。。。。(但聖但聖但聖但聖經教經教經教經教導導導導 「「「「不不不不要單要單要單要單顧顧顧顧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事事事事，也，也，也，也要要要要

顧顧顧顧到到到到別別別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事事事事。。。。」」」」「「「「要愛要愛要愛要愛鄰舍鄰舍鄰舍鄰舍如同自己如同自己如同自己如同自己」」」」)，華人有，華人有，華人有，華人有財財財財產產產產一定一定一定一定留留留留給自己的給自己的給自己的給自己的兒孫兒孫兒孫兒孫，，，，

有有有有祕方祕方祕方祕方只只只只傳子不傳傳子不傳傳子不傳傳子不傳女女女女，結，結，結，結果果果果產產產產生生生生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敗家敗家敗家敗家子，子，子，子，富富富富不過不過不過不過三代三代三代三代的的的的悲劇悲劇悲劇悲劇，，，，(但聖但聖但聖但聖經教經教經教經教導導導導 

「「「「要要要要積積積積攢攢攢攢財財財財寶寶寶寶在天在天在天在天「「「「 「「「「施施施施比受比受比受比受更更更更為有為有為有為有福福福福「「「「)  

           (2) 中中中中華文華文華文華文化化化化: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如手如手如手如手足足足足，，，，妻妻妻妻子為子為子為子為衣衣衣衣物物物物」」」」「「「「手手手手足足足足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斷斷斷斷，，，，妻妻妻妻子可子可子可子可常更常更常更常更換換換換」「」「」「」「男男男男人人人人

如如如如水水水水壺壺壺壺，，，，女女女女人人人人是是是是杯杯杯杯子，一個子，一個子，一個子，一個水水水水壺壺壺壺可可可可倒好倒好倒好倒好幾幾幾幾個個個個杯杯杯杯子子子子」」」」，，，，但聖但聖但聖但聖經教經教經教經教導導導導，人間，人間，人間，人間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的的的

關係是關係是關係是關係是夫妻夫妻夫妻夫妻的的的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婚姻婚姻婚姻婚姻人人都人人都人人都人人都當當當當尊尊尊尊重重重重，，，，床床床床也不可也不可也不可也不可污穢污穢污穢污穢，，，，茍茍茍茍合合合合行行行行淫淫淫淫的人神必的人神必的人神必的人神必要要要要

審判審判審判審判。。。。」」」」 「「「「神神神神所所所所配配配配合合合合的人不可的人不可的人不可的人不可分分分分開開開開，一生一，一生一，一生一，一生一世世世世一一一一夫夫夫夫一一一一妻妻妻妻」」」」)  

           (3) 中中中中華文華文華文華文化化化化: 「「「「有有有有仇仇仇仇不報不報不報不報非非非非君君君君子子子子」」」」 「「「「君君君君子報子報子報子報仇仇仇仇三年三年三年三年不不不不晚晚晚晚」」」」以以以以致社致社致社致社會會會會風風風風氣、氣、氣、氣、武俠武俠武俠武俠小小小小

說都在說都在說都在說都在鼓鼓鼓鼓吹吹吹吹報報報報仇仇仇仇雪恨雪恨雪恨雪恨，，，，中國中國中國中國瀰漫瀰漫瀰漫瀰漫著一著一著一著一片片片片刀刀刀刀光光光光劍影劍影劍影劍影，，，，落落落落在在在在兇兇兇兇殺血殺血殺血殺血腥腥腥腥之中之中之中之中，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饒饒饒饒

恕恕恕恕、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憐憐憐憐憫憫憫憫。。。。(聖聖聖聖經教經教經教經教導導導導: 「「「「要愛要愛要愛要愛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仇敵仇敵仇敵仇敵，為，為，為，為逼迫逼迫逼迫逼迫你的人禱告你的人禱告你的人禱告你的人禱告」」」」)  

           (4) 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組織組織組織組織結結結結構構構構若若若若不在不在不在不在聖靈中更聖靈中更聖靈中更聖靈中更新，新，新，新，舊皮舊皮舊皮舊皮袋袋袋袋也會成為攔阻神也會成為攔阻神也會成為攔阻神也會成為攔阻神工工工工作的作的作的作的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  

3. 天天天天空屬靈空屬靈空屬靈空屬靈氣的氣的氣的氣的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 (弗弗弗弗 6:10-12)  

          我我我我們所面對們所面對們所面對們所面對的的的的是是是是一一一一場場場場屬靈屬靈屬靈屬靈的的的的爭爭爭爭戰戰戰戰，，，，仇敵仇敵仇敵仇敵是是是是天天天天空屬靈空屬靈空屬靈空屬靈氣的氣的氣的氣的惡惡惡惡魔魔魔魔，，，，雖雖雖雖已已已已失失失失敗敗敗敗(主在主在主在主在十十十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

上上上上已傷已傷已傷已傷了了了了牠牠牠牠的的的的頭頭頭頭)但但但但在主在主在主在主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次次次次再再再再來來來來之之之之前前前前牠牠牠牠仍仍仍仍在作在作在作在作垂垂垂垂死死死死的的的的掙扎掙扎掙扎掙扎。我。我。我。我們們們們血血血血肉之肉之肉之肉之軀軀軀軀絕絕絕絕不不不不是是是是牠牠牠牠的的的的

對對對對手，人手，人手，人手，人若若若若有意有意有意有意或或或或無意間接無意間接無意間接無意間接觸觸觸觸到到到到牠牠牠牠的的的的範圍範圍範圍範圍，給，給，給，給牠牠牠牠留留留留了了了了地地地地步步步步，，，，製製製製造了機造了機造了機造了機會，會，會，會，牠牠牠牠就就就就會會會會附附附附在人在人在人在人

身身身身上進入人上進入人上進入人上進入人家中家中家中家中建建建建立立立立營壘營壘營壘營壘，，，，例例例例如如如如: 算算算算命、命、命、命、看看看看風風風風水水水水、、、、練練練練氣氣氣氣功功功功、、、、玩玩玩玩碟仙碟仙碟仙碟仙、、、、紫微斗紫微斗紫微斗紫微斗數數數數、、、、符咒符咒符咒符咒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或小或小或小或小時時時時候候候候被被被被家家家家人人人人獻獻獻獻給給給給觀觀觀觀世世世世音、音、音、音、關關關關公作義子，公作義子，公作義子，公作義子，魔鬼堅固魔鬼堅固魔鬼堅固魔鬼堅固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會會會會代代相代代相代代相代代相傳，傳，傳，傳，所所所所以我以我以我以我們們們們

對對對對祖先祖先祖先祖先所所所所犯的罪，犯的罪，犯的罪，犯的罪，所所所所接接接接觸觸觸觸的的的的邪邪邪邪靈靈靈靈，，，，所所所所受到的受到的受到的受到的咒詛咒詛咒詛咒詛都都都都要加要加要加要加以以以以拒拒拒拒絕絕絕絕，，，，奉奉奉奉主名主名主名主名砍砍砍砍斷斷斷斷這這這這種種種種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牽牽牽牽

連連連連。。。。   

三三三三、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攻破堅固攻破堅固攻破堅固攻破堅固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  

    1. 找找找找出出出出根根根根源源源源。。。。  

    2. 徹底徹底徹底徹底認認認認罪，罪，罪，罪，了了了了結以結以結以結以往往往往（（（（使使使使撒但撒但撒但撒但無無無無控控控控告的告的告的告的把把把把柄柄柄柄））））。。。。  

    3. 認認認認識自己識自己識自己識自己屬屬屬屬天的地天的地天的地天的地位位位位（（（（我我我我們是們是們是們是天天天天國國國國的的的的國國國國民民民民，，，，非非非非為為為為中中中中華文華文華文華文化化化化或或或或西方西方西方西方文文文文化化化化而活而活而活而活)  

    4. 宣宣宣宣告自己在基督告自己在基督告自己在基督告自己在基督裏裏裏裏的的的的身身身身份份份份（（（（有有有有權權權權柄柄柄柄作神的作神的作神的作神的兒女兒女兒女兒女────約約約約 1:12）（）（）（）（是是是是被被被被揀選揀選揀選揀選的的的的族族族族類類類類，，，，君尊君尊君尊君尊的的的的祭祭祭祭

司司司司，，，，聖聖聖聖潔的潔的潔的潔的國國國國民民民民—彼彼彼彼前前前前 2:9）））） 

    5. 運運運運用用用用聖靈聖靈聖靈聖靈大能的大能的大能的大能的兵器兵器兵器兵器及寶及寶及寶及寶劍劍劍劍（（（（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話話話話））））—「「「「有能有能有能有能力力力力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攻破攻破攻破攻破」」」」（（（（林林林林後後後後 10:4）））） 

    6. 靠靠靠靠著著著著羔羔羔羔羊羊羊羊的的的的血血血血和自己和自己和自己和自己所所所所見證的道見證的道見證的道見證的道（（（（啟啟啟啟 12:11）））），，，，向撒但向撒但向撒但向撒但宣宣宣宣戰戰戰戰，，，，拒拒拒拒絕絕絕絕砍砍砍砍斷撒但斷撒但斷撒但斷撒但的的的的權權權權勢勢勢勢和和和和咒詛咒詛咒詛咒詛，，，，

宣宣宣宣告基督的得告基督的得告基督的得告基督的得勝！勝！勝！勝！   

 

思思思思考考考考題題題題目：目：目：目： 

1.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是是是是堅固堅固堅固堅固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   

2.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分分分分辨辨辨辨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的的的的根根根根源源源源？？？？  

3.  請請請請分分分分享享享享你自己你自己你自己你自己攻破攻破攻破攻破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堅固營壘的經的經的經的經歷歷歷歷，，，，(或或或或在主日在主日在主日在主日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中與中與中與中與牧師一牧師一牧師一牧師一起起起起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奉奉奉奉主名主名主名主名所所所所攻破攻破攻破攻破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

若若若若你發你發你發你發覺覺覺覺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中中中中還還還還有有有有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攻破攻破攻破攻破的的的的營壘營壘營壘營壘，請，請，請，請組組組組員一員一員一員一起起起起為你為你為你為你爭爭爭爭戰戰戰戰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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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受浸者仔細讀完以上三篇信息請受浸者仔細讀完以上三篇信息請受浸者仔細讀完以上三篇信息請受浸者仔細讀完以上三篇信息，，，，再仔細填寫以下認罪再仔細填寫以下認罪再仔細填寫以下認罪再仔細填寫以下認罪「「「「了結以往了結以往了結以往了結以往」」」」的清單的清單的清單的清單，，，，然後根據約然後根據約然後根據約然後根據約翰翰翰翰壹壹壹壹

書書書書 1111 章章章章 19191919 節的應許節的應許節的應許節的應許，，，，求主耶穌的寶血赦免遮蓋求主耶穌的寶血赦免遮蓋求主耶穌的寶血赦免遮蓋求主耶穌的寶血赦免遮蓋，，，，將以往的過錯將以往的過錯將以往的過錯將以往的過錯、、、、罪孽罪孽罪孽罪孽、、、、堅固的營壘攻破堅固的營壘攻破堅固的營壘攻破堅固的營壘攻破，，，，丟入丟入丟入丟入

深淵大海深淵大海深淵大海深淵大海，，，，永不再記念永不再記念永不再記念永不再記念，，，，使自己成為新造的人使自己成為新造的人使自己成為新造的人使自己成為新造的人，，，，然後將此清單銷毀然後將此清單銷毀然後將此清單銷毀然後將此清單銷毀。。。。                                                                                                                        

受浸者『了結以往』清單受浸者『了結以往』清單受浸者『了結以往』清單受浸者『了結以往』清單 

「了「了「了「了結以結以結以結以往」往」往」往」清清清清單單單單使用說明：受浸者使用說明：受浸者使用說明：受浸者使用說明：受浸者填填填填寫前請在神的寫前請在神的寫前請在神的寫前請在神的面面面面前禱告，求前禱告，求前禱告，求前禱告，求聖靈光照聖靈光照聖靈光照聖靈光照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是是是是否否否否過過過過去去去去曾曾曾曾

與與與與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應了應了應了應了結的內容有結的內容有結的內容有結的內容有關關關關，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有有有有把它把它把它把它填填填填寫在寫在寫在寫在「了「了「了「了結以結以結以結以往」往」往」往」清清清清單中單中單中單中。。。。填填填填寫後，寫後，寫後，寫後，再再再再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禱告，求禱告，求禱告，求禱告，求

神赦免、神赦免、神赦免、神赦免、了了了了結。禱告後結。禱告後結。禱告後結。禱告後本本本本人人人人當場當場當場當場「「「「奉奉奉奉主耶主耶主耶主耶穌穌穌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寶貴寶貴寶貴寶貴得得得得勝勝勝勝的名的名的名的名「「「「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撕毀撕毀撕毀撕毀或或或或燒毀燒毀燒毀燒毀，從，從，從，從今今今今以後這以後這以後這以後這

些些些些事情事情事情事情永遠永遠永遠永遠與與與與我無我無我無我無關關關關。請安心。請安心。請安心。請安心填填填填寫，因為這些寫，因為這些寫，因為這些寫，因為這些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收收收收回。回。回。回。 

 

����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拜偶拜偶拜偶拜偶像像像像 

���������������������������������������������������������������������������������������������������������������������������������������������������������������������������������������������������������������������������������������������������������������������������������������������������������������������������������������� 

以前我的以前我的以前我的以前我的信信信信仰仰仰仰是是是是            教教教教 

我我我我曾曾曾曾：：：： ����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 許許許許願願願願  ���� 歸依歸依歸依歸依  ���� 算算算算命命命命  ���� 卜卦卜卦卜卦卜卦  ���� 招招招招魂魂魂魂  ���� 靈魂靈魂靈魂靈魂出出出出竅竅竅竅  ���� 收收收收驚驚驚驚  ���� 學學學學氣氣氣氣功功功功 

   ���� 發發發發咒咒咒咒起起起起誓誓誓誓，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些一些一些一些算算算算命的命的命的命的話話話話仍仍仍仍然然然然干干干干擾擾擾擾我我我我                  

一些一些一些一些迷迷迷迷信行信行信行信行為為為為仍仍仍仍然然然然攪擾攪擾攪擾攪擾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曾曾曾曾有其他有其他有其他有其他迷迷迷迷信行信行信行信行為如為如為如為如      、、、、      、、、、       

 

���� 有有有有關家關家關家關家族族族族 

����������������������������������������������������������������������������������������������������������������������������������������������������������������������������������������������������������������������������������������������������������������������������������������������������������������������������������������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家中家中家中家中有有有有   個個個個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排排排排行是第行是第行是第行是第     

(請請請請圈圈圈圈出出出出家中家中家中家中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之之之之排排排排行行行行)  1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2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3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4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5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6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7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8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之之之之間的間的間的間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之之之之間的間的間的間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外外外外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之之之之間的間的間的間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我我我我與與與與父父父父親親親親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學學學學前前前前)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青少青少青少青少年年年年)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我我我我與與與與母母母母親親親親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學學學學前前前前)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青少青少青少青少年年年年)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若若若若已已已已結結結結婚婚婚婚，我，我，我，我與與與與配偶配偶配偶配偶的的的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若若若若已已已已有有有有孩孩孩孩子，我子，我子，我子，我與與與與子子子子女女女女的的的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很很很很好好好好 10 9 8 7 6 5 4 3 2 1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  

我我我我記記記記得得得得小小小小時時時時候候候候父父父父親親親親常常常常常常常常抱抱抱抱我：我：我：我：  ���� 是是是是  ���� 否否否否 

我我我我曾曾曾曾有：有：有：有：  ���� 自自自自殺殺殺殺的意的意的意的意念念念念，，，，  ���� 婚婚婚婚前前前前性關係性關係性關係性關係，，，，  ���� 婚婚婚婚外外外外性行性行性行性行為，為，為，為，  ���� 手手手手淫淫淫淫的的的的習慣習慣習慣習慣。。。。 

我我我我常常常常盼盼盼盼望望望望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是是是是男孩男孩男孩男孩子（子（子（子（了了了了結者結者結者結者若是若是若是若是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 是是是是  ���� 否否否否，，，， 

我我我我覺覺覺覺得得得得父母父母父母父母重重重重男男男男輕輕輕輕女女女女：：：：  ���� 是是是是  ���� 否否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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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私慾私慾私慾私慾 

���������������������������������������������������������������������������������������������������������������������������������������������������������������������������������������������������������������������������������������������������������������������������������������������������������������������������������������� 

我我我我對對對對金金金金錢錢錢錢的的的的貪貪貪貪戀程戀程戀程戀程度度度度 很強很強很強很強 10 9 8 7 6 5 4 3 2 1 很很很很淡淡淡淡 

我我我我對對對對異異異異性性性性的的的的非分之非分之非分之非分之想想想想 很很很很常常常常 10 9 8 7 6 5 4 3 2 1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我我我我看看看看過過過過黃黃黃黃色書色書色書色書刊刊刊刊、、、、電影電影電影電影或或或或錄錄錄錄影影影影帶：帶：帶：帶：  ���� 常看常看常看常看  ���� 有時有時有時有時看看看看  ���� 許許許許久久久久沒沒沒沒看看看看(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 不不不不看看看看 

 

����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心心心心靈創靈創靈創靈創傷傷傷傷 

���������������������������������������������������������������������������������������������������������������������������������������������������������������������������������������������������������������������������������������������������������������������������������������������������������������������������������������� 

我我我我曾曾曾曾受過受過受過受過創創創創傷傷傷傷：：：： 

  ����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前，這前，這前，這前，這創創創創傷傷傷傷是是是是                  

  ����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這，這，這，這創創創創傷傷傷傷是是是是                   

  ����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這，這，這，這創創創創傷傷傷傷是是是是                   

  ���� 青青青青年年年年，這，這，這，這創創創創傷傷傷傷是是是是                   

  ���� 成人，這成人，這成人，這成人，這創創創創傷傷傷傷是是是是                   

我容我容我容我容易易易易：：：：   ���� 頭頭頭頭痛痛痛痛，，，，  ���� 胃胃胃胃痛痛痛痛，，，，  ���� 過過過過敏敏敏敏，，，，  ���� 生生生生病病病病。。。。 

我經我經我經我經常常常常：：：：   ���� 生氣，生氣，生氣，生氣，  ���� 憂慮憂慮憂慮憂慮，，，，  ���� 自自自自責責責責，，，，  ���� 懷疑懷疑懷疑懷疑人，人，人，人，  ���� 懼懼懼懼怕怕怕怕，，，，  ���� 怨恨怨恨怨恨怨恨人，人，人，人，  ���� 自自自自恨恨恨恨，，，， 

 ���� 自自自自貶貶貶貶，，，，  ���� 低低低低潮潮潮潮，，，，  ���� 對對對對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感感感感到到到到暗暗暗暗淡淡淡淡，，，，   ���� 抱抱抱抱怨怨怨怨人不人不人不人不瞭瞭瞭瞭解解解解我。我。我。我。 

 

����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內在內在內在內在苦毒苦毒苦毒苦毒、、、、誓誓誓誓言言言言

������������������������������������������������������������������������������������������������������������������������������������������������������������������������������������������������������������������������������������������������������������������������������������������������������������������������������������ 

在我生命在我生命在我生命在我生命中中中中有一些人我不能有一些人我不能有一些人我不能有一些人我不能饒恕饒恕饒恕饒恕：：：：   ���� 是是是是    ���� 否否否否 

他他他他們是們是們是們是                      

為為為為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有一些人我不能和他有一些人我不能和他有一些人我不能和他有一些人我不能和他們們們們交交交交往往往往：：：：  ���� 是是是是  ���� 否否否否 

他他他他們是們是們是們是                      

為為為為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在我生命在我生命在我生命在我生命中中中中，，，，還還還還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事事事事困擾困擾困擾困擾我：我：我：我：               

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是是是否否否否與與與與任何任何任何任何異異異異教教教教或或或或迷迷迷迷信信信信有有有有關關關關連連連連：：：：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或或或或祖父母曾否祖父母曾否祖父母曾否祖父母曾否將將將將我我我我獻獻獻獻給給給給觀觀觀觀音音音音或或或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偶偶偶偶像像像像：：：：   ���� 是是是是     ���� 否否否否 

 

了了了了結者結者結者結者簽簽簽簽名：名：名：名：         填填填填寫日寫日寫日寫日期期期期：：：：       

 

◎◎◎◎請大聲認罪請大聲認罪請大聲認罪請大聲認罪、、、、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宣告後將此表銷毀宣告後將此表銷毀宣告後將此表銷毀宣告後將此表銷毀 

私人文件私人文件私人文件私人文件，，，，請自行銷毀請自行銷毀請自行銷毀請自行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