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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NEED
GRACE TODAY?
BY REV. ANTHONY HAO
The Book of James is about real and genuine faith. James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mere
profession of faith and the actual possession of faith. Being a Christian is not just adopting a set of
beliefs or an ethical code. Christianity is to have a living faith, which means taking the truths of the
gospel and to lay them on your heart in such a way they change everything about you. How can
that happen? Can we really change? James reminds us that for change to happen we need to
apply two important principles.

Reject The Enemy of Grace: Pride (4:4-5, 6b)
“You adulterous people, don’t you know that friendship with the world is hatred toward God?
Anyone who chooses to be a friend of the world becomes an enemy of God. Or do you think
Scripture says without reason that the Spirit he caused to live in us envies intensely? . . . That is
why Scripture says, ‘God opposes the proud . . .’”
According to James, one sure sign of pride is what he calls worldliness. Let me remind you that
worldliness is not necessarily about having a lot of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or merely doing
something someone says you should not do. More importantly worldliness is an attitude. It is
adopting a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says that true fulfillment and happiness in life can be found apart
from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It is a spirit of self-reliance rather than reliance on God. James calls
this spiritual adultery. It is hatred toward God. It is becoming an enemy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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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liness is not necessarily about having a lot of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or merely doing something someone says you
should not do . . . It is adopting a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says
that true fulfillment and happiness in life can be found apart
from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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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yourself this question: “Am I looking to God’s love and His acceptance for my true sense of
security and significance in life?” Or, “Am I pursuing the approval and love of others, the
accomplishment of personal goals, the attainment of a position of prestige or power, the
accumulation of certain possessions as our means of finding happiness in life?” We can easily
gauge worldliness in us by examining three areas in our life: what do we spend most in our thought,
with our time, and with our money.

D

o you see the main reason why God opposes pride, why He is against
our proud self-sufficiency? He knows that pride always leads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man and his abilities rather than of Christ and His
transforming work for us on the cross. And so God opposes pride by
withholding His grace and power from such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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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ble is full of the records of those who in their proud self-sufficiency
have tried to exalt themselves above God. We know of Lucifer whom God cast out of
heaven. We read of Pharaoh, Nebuchadnezzar, and the religious Pharisee in the temple.
Even the apostle Paul tried to climb a ladder of religious merit and good works only to be
brought down to the Cross. In one sense, it is all the same story!
All who seek to exalt themselves through pride, in either a religious or non-religious way,
will be brought down by God. Why? Simply because there is only One who is worthy of
the highest place, and that is Christ. All that exalts or think itself more exalted above Him
will be brought down. So then, what are we to do? If we cannot meet our own deepest
needs by our own abilities, how do we appropriate the grace of God into our lives? What
is the proper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pride?

Seek The Source of Grace: Humility (4:6C)

Equipping
God’s

“But He gives us more grace. That is why Scripture says, ‘God opposes the proud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Workers

When confronted with sin, we are tempted to defend ourselves, or just try harder.
According to James, we need to humble ourselves, and draw near 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With pride, we are destined to an empty, weak life that will never know the
transforming power and presen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But if we will adopt a lifestyle
of humble repentance, James tells us the good news that God promises to give us His
grace.

▪

The key to living the Christian life is not learning
to try harder in our own proud self-sufficiency,
but it is learning to humbly submit ourselves to
God.
I always share with my students at BSOP that the key to living the Christian life is not
learning to try harder in our own proud self-sufficiency, but it is learning to humbly submit
ourselves to God. The key is to acknowledge your total inability to make it on your own,
and to admit your utter and complete dependence upon him. It is to say, “God, I can’t do
it! Help!” It is learning to develop what we might call a lifestyle of repentance and faith in
Christ. The key to victory in the Christian life is learning what it means every day to draw
near to God through the cross of Jesus Christ.




▪
▪

▪
▪





Paul reminds us in Galatians 6:14 that we should we be aware of a spirit of boasting or
pride or glorying in your own achievements. It is looking to the power of your own will to
fulfill your life. It is trying to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out of your own strength. Paul says, “I am
crucified to that. I am dead to that.” If you are still boasting in your own abilities and selfachievements, you will never know the presence or the power of God in your life. You will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a performer. If you spend your life boasting of and increasing
your reputation, the result is that you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weaker and shallower at
the core. But those that boast in the cross of Jesus receive the grace that God offers.
2

APPLICATION NOW
ONGOING!
SCHOOL YEAR 2016-17
STARTS IN AUGUST.

BSOP@60
The Nine Founders

“In 1951, Chinese churches began
to hold joint summer conferences. In
1954, the first Pastors’ Retreat was
he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many

young people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serve God full
time.

Church leaders began to feel the need to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 of
training, especially as these dedicated youth increased and the churches
began to grow. . . Then

came July 1956. . . Rev. Frame of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initiated the Monday Night Prayer Meetings in his
house. . . We prayed and sought the Lord’s will . . .
Rev. Raymond Frame

After months of ardent prayers, despite our meager
resources but under the Spirit’s

leading, the nine

founders determined to annou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BIOP* to the churches on March 24, 1957, with classes
Henry Co See Cho

Siao Chan Tiong

starting by June, 1957. . . Because the work was began by
God, through our prayers all the difficulties we encountered
were fully met by Him.”
By Elder Henry Co See Cho, Translated by Dr. Jean Uayan
Excerpts taken from BSOP 45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33-38.
*BIOP or Bible Institute of the Philippines was the former name of BSOP.

(Do You Need Grace Today)
David Tan Chee Lin

Rev. Silas Wong

If you are still boasting in your own abilities
and self-achievements, you will never know the
presence or the power of God in your life. You
will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a performer.

Peter Chiu

David Dychingco

Jacob Laoenkue

The good news of the Gospel sets us free from performance, merit, and
self-centered legalism. We can be set free from our destructive drive to
perfectionism and success. We can be set free from always having to
defend our reputation or needing to measure up to a host of unrealistic
standards that either we or others have placed on our life. Instead of
trying harder in our own strength, we must learn, as a way of life, to keep
coming,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n humble repentance and faith, to
the cross of Jesus Christ. For it is only in that low place that God has
chosen to pour out His grace and lift us up in a way that glorifies His Son.

Homer C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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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二零一六年一月/四月 第九十二期

裝備主僕 扎根主道 做成主工

邵晨光院長

以賽亞書內容十分
豐富，涵蓋許多重
要的神學論題， 其
中一個以彌賽亞為
主題，第一至三十九章清楚說到彌
賽亞是君王，祂是為我們誕生的君
王，以賽亞向亞哈斯王宣告此事，
但王卻不信靠上帝的話，不過希西
家王願意信靠上帝，也願意向這位
君王禱告。從四十到五十五章以耶
和華的僕人為主題，祂是十分謙卑
的僕人。從五十五到六十六章以彌
賽亞掌權者為主題。今天我們重
點思考第五十五章的信息。

一 祂的呼招 節
上帝的邀請 節
.

1.

(1~2
(1

)

)

「唉！口渴的人哪！你們都就近水
來吧。沒有銀錢的，你們也要來，
買了就吃。你們要來，買酒和奶，
不用銀子，也不用付代價。」在這
一節經文裡，連續三次使用了「要
來…要來…要來…」。這是上帝邀
請我們享受祂。上帝說來吧！來
吧！凡乾渴的，都來就近祂，祂必
讓我們得著滿足。但願我們天天渴
慕祂，願意來就近祂，祂必讓我們
得著滿足。
2.

上帝的代價 節
(2

)

「…為甚麼用你們勞碌得來的去買
那不能使人飽足的呢？你們要留心
聽我的話，就可以吃美物，使你們
的心靈享受肥甘。」這裡提到上帝
的心意，上帝要我們回轉，完全地
歸向祂，經歷祂，得到祂的赦免，
因祂的犧牲，我們享受祂所賜的平
安。這平安不是世人所講的平安，
而是天上所賜下的平安。對就近祂

是免費的，但是祂要附上代價的。 (2)亞伯拉罕的約：割禮(創十七 9~14)
「…我與你和你的後裔所立的這約，
二 祂的供應 節
…就是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
大衛為萬國見證 節
禮…這 就 是 我 與 你 們 立 約 的 記 號
永遠的約: 完美和完備的實現
了。」這第二個約是亞伯拉罕的約，
「你們要側耳而聽，要到我這裡來； 以割禮為記號，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
你們要聽，就可以存活；我必與你們 要賜福給他的子孫，讓他也成為眾人
立永遠的約，就是應許賜給大衛的那 的祝福。今日上帝賜給我們恩典，也
確實的慈愛。看哪！我已經立了他作 要我們與人分享祂的恩典，當我們將
萬族的見證人，為萬族的首領和司 上帝的恩典分享給別人時，別人也會
令。」這兩節經文講到上帝的見證 繼續將此恩典再分享出去。
人大衛，他是萬國的見證者，上帝
與大衛立了永約。這約不但是完美 (3)西乃的約：血(出二十四 8)
的，而且是完備的，已可實現的， 「摩西便取了血來，灑在人民的身
這是給凡就近祂的人享受 上，說：『看哪，這是立約的血，這約
的約。上帝要我們到祂那 是耶和華按著這一切的話與你們立
的』」(出二十四 8)。這第三個約
是在西乃山，上帝與以色列民立
約，出埃及記二十四章記述此約
是以「血」為記號：「你看！這
是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這一切
話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裡，祂必賜給我們永遠的 (4)大衛永遠的約：永遠的證據
約，和祂的慈愛。
(賽五十五 13)
第四及五節的「看哪」 是呼喊我 大衛永遠的約出現在撒母耳記下第七
們要注意，上帝要做出重要的事 章，此約非常重要，因為上帝要在此
情，大衛要作萬族的見證人。在舊 約中將永遠的慈愛賜給大衛和他的子
約中有幾個上帝與人立的重要盟 孫，以賽亞書五十五章的最後一節，
特別提到一個記號，就是「永遠的證
約，每個盟約都有個記號。
據」。凡願意就近上帝的，就可以享
受大衛永遠的約，上帝要與我們立永
(1)挪亞的約：彩虹(創九 13~15)
「我把天虹放在雲彩中，作我與大 遠的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宣告，本
地立約的記號…水不再成為洪水， 來這約只是要給大衛和他的子孫，但
來毀滅凡有生命的…」首先是挪亞 第三節應允說：「你們要側耳而聽，
的約，是以彩虹為記號，彩虹是顯 要到我這裡來；你們要聽，就可以存
示上帝不再用洪水來淹沒毀壞世 活；我必與你們立永遠的約，就是應
界，可能有人會問何以今日還有很 許賜給大衛的那確實的慈愛」。這不
多水災呢？這些水災跟罪有關，是 再限定於只有某些人可以享受，而是
人為的災害，人類破壞地球環境， 凡就近祂的人都可享有。
所引來的災難。
.

1.

(3~5

)

(3~4

)

這節中特別說到是應許給大衛，
那特別的慈愛。在舊約中有兩種
愛，一是無條件的愛，如母親對
子女的愛，是永遠的。另一是這
節經文所講的慈愛。這慈愛跟約
有關係，是因著祂的慈愛而立下
盟約。看似有條件的盟約，但上
帝是慈悲憐憫的，祂單方面與人
立約，特別提到是確實的慈愛。
我 們 常 以「阿 門」做 禱 告 的 結
束。「阿門」，就是來自這「上
帝 確 實 願 意 賜 下」的 字 根。這
「確 實的 愛」出 現 在幾 處 的 經
文。上帝牽著大衛與他子孫的
手，願意把這恩典賜給他們，經
上說：「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
他，像離開在你面前的掃羅一
樣。你的家和你的王國，也必在
我的面前永遠堅定，你的王位也
必永遠堅立」(撒下七 15~16)。這
裡提到上帝的慈愛，就是要讓大
衛的子孫永遠做王。
以色列後來分為南北國，有十個
支派在北國，稱為以色列，南國
有兩個支派稱為猶大國，南國有
好和壞王，為何繼續有王坐在王
位上？這就是上帝給大衛那確實
的慈愛。雖人有軟弱和罪惡，但
上帝的慈愛還是彰顯在大衛和他
子孫身上，上帝的慈愛是持續地
賜給大衛的子孫，因為上帝立下
這盟約應許慈愛永不離開，這是
很重要的神學觀念。雖然人有軟
弱，大衛的子孫也有壞王，壞王
是無法享受慈愛的全面恩典，但
是上帝還是將王位和慈愛賜給大
衛的子孫。詩篇八十九篇幫助我
們明白撒母耳記下第七章。
以賽亞書五十五章第三節的慈愛
是複數的，聖經中「慈愛」使用
複數的並不多，詩篇八十九篇第
一節中的「慈愛」也是複數的，
「我要永遠歌唱耶和華的慈愛，
世世代代用口傳揚你的信實」，
第二節，「我要說你的慈愛必永

遠堅立，你的信實必堅立在天上」，
聖經常將慈愛與信實連接在一起，
「信實」代表祂的約，「慈愛」代表
祂的愛。耶和華說，「但我並不把慈
愛(指「約」)從他身上收回，也不丟
棄我的信實」，這裡明顯說到這慈
愛是給大衛和大衛的子孫。回到以
賽亞書五十五章所講的永遠的約，
這慈愛是要給凡就近上帝的人，就
可以享受那確實的慈愛。這是個很
重要的福音，過去的慈愛只給大衛
和他的子孫，但現在上帝的慈愛卻
是賜給所有就近上帝的人。
當我們回顧上帝所給的恩典，祂聽
了我們的禱告，這些都是寶貴的見
證，上帝必帶領我們往前走。信徒
在困難中，也會灰心。當我們在壓
力下，要來到主耶穌面前，抓住那
確實的慈愛，可能有人肉體有病
痛，心 靈 有壓 傷，但 主 會 醫治 我
們，幫助我們。
去年年底時，我也有壓力，雖然常
見我面有笑容，但我也肩負不少重
責，有時我也求上帝減輕我的重
擔。第一個重擔跟菲聖有關的，每
次蔡博士給我看學院的財務報告
時，我都會心跳加速，但我時常經
歷上帝及時的幫助，從一九五七年
至今，我們同工的生活費從未斷
過，感謝主，有不少兄弟姊妹很關
心我們學院。第二個重擔是我們的
一個機構準備買地，但菲律濱近來
的經濟實在不好，當我把這
個信息傳開分享時，
有人只保持緘默，有
人也會避開我，不過
昨天我們已順利
買成這個機構所
要 的 地。最 初 我
要求賣主多給我們幾
個月去籌款，但是他
卻回給我們一封很嚴厲的短
信說，若你們不買，我們要
賣給別人了。我看了後有點
緊張，我禱告說，上帝這是

你的事工，你知道這些問題，我們看到
上帝的信實豐富，上帝的事工在祂的手
中一定會完成的。
大衛是見證者，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見
證上帝的偉大和慈愛，我神學碩士的論
文就是「上帝的慈愛」。以賽亞書五十
五章第三節，沒有用祂的約和這個慈愛
連接在一起，「確實的慈愛」就等於
「大衛的盟約」，詩篇常提因祂的慈愛
永遠長存，這和大衛的約有密切的關
係。上帝將賜給大衛的慈愛，擴大為賜
給所有就近祂的人。
2.

大衛要招聚萬國 節
(5

)

「看哪！你要召聚你不認識的國；那些
素來不認識你的國也必奔向你，都因耶
和華你的上帝、以色列的聖者的緣故，
因為祂已經榮耀了你。」第五節提到上
帝要藉大衛召聚萬民，這是廣泛和有效
的呼叫，上帝要展現祂自己的榮耀。
第四、五節用「看哪」加強語氣，引起
我們的注意，素來不認識的國也必奔向
上帝，這是解經中的難題之一，到底誰
是邀請的對象？是彌賽亞，還是教會？
下半句提到當以色列的聖者呼叫時，那
些不認識祂的國也必奔向祂。我想這裡
所指的是彌賽亞，是大衛介紹的彌賽
亞。在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以賽亞書
中，提到有一位新的大衛，就是這位彌
賽亞。當上帝顯出祂的慈愛時，萬國就
必來就近祂的彌賽亞。這是第一種解
釋：萬國奔向主耶穌。從上下文的關係
來看，對今天教會的信徒是一個新的挑
戰，我們是祂的見證者。
看哪，萬國也必奔向我們的主，當我們
分享上帝的慈愛時，也彰顯了上帝的
愛，上帝也因此得到榮耀，人
們也靠近我們的主。我們的主
是偉大的，祂先讓我們享受到
祂的恩典，祂慈愛，然後要鼓勵我們
成為祂的見證者，人們必奔向我們的
主，盼望新的一年我們都在靈裡繼續成
長，不停頓在過去的心態，要更像主耶
穌，要更愛主耶穌，見證主耶穌。

目是父女雙舞；作爸爸的心中捨
不得女兒嫁走而苦不堪言，但小
泉水旁
女兒扶著爸爸，帶著他一起踏上
音樂旋律逗得爸爸破涕為笑。贈
送給她的祝福經文：「又要以耶
邵莊秀美博士
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裏所求的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去年四月 賜給你」（詩三十七 4）。
小女兒與她結交三年之久的信主 （二）大兒子媳婦好稱心
男友 Matthew（馬太）結婚；今 兒子樂道因是唯一男孩，又是邵
年正月大兒子與他相識交往三、 家唯一男孫，成長過程又寶貝又
四年的初信女友 Rissah(莉莎） 被關注。因其曾祖父、祖父及爸
結成夫妻。不到一年的時間，身 爸都以全職傳道服事上帝，教會
邊兒女各自相繼成家，而這兩對
新人都不約而同地定居國
外。期間教會一位長輩體
貼入微地問道：「孩子們
與你們之間感情是否親
密？這樣相距兩地，遠隔
重 洋，如 何 保 持 親 情
呢？」我 被 她 一 問，
頓覺兒女們雖然成
些弟兄姐妹會接二連三問他
長、成人又成家了，還是要 有（也有逼他回答）：長大後是否
對他們親密無間，沒有任何
隔閡，更要齊心協力、多多 也必當傳道一職？作父母何不盼
聯繫。嫁娶囍慶之後，深思 望天父親自呼召他。樂道果然是
上 帝 所 賜 的 產 業，他 也 名 符 其
一下一家人心境光景又如何？
實，特愛看書「樂道」。從小他
就表現文質彬彬，書不釋手，一
（一）小女兒、女婿好開心
我們家小女兒本來就是家中的開 夜看完！他性格較像媽媽，深思
心果。記得她小時候學唱天韻一 但不果斷。終身大事經過教會朋
首「問時間」這詩歌，內容講述 友介紹，認識了窈窕淑女，多方
「時間」從一開始慢吞吞地在我 照顧，最重要的是把這女朋友帶
後頭叫我等得不耐煩；然後就出 到上帝面前，成上帝的孩子。到
現在我身旁與我並肩作戰，而且 了求婚時刻，女方家長親戚因是
是逼我拼命與它對賽；一瞬間它 虔誠天主教徒而多次強求以天主
儀 式 辦 理 婚 禮，婚 事 差 點 告
突然跑到我前頭，我就是大喊大 教吹；但他倆下定決心，以禱告、
叫等等我，它理也不理我，完全 多禱告，堅持到底，終於在上帝
不在乎我地繼續前進呢。如今她 和親屬全場喝采祝福下，進行婚
總算好像「時間」跑到哥哥、姐 禮，結盟婚約，彼此稱心滿意。
姐前頭，是我家第一個「有情人
終成眷屬」。在婚宴中有一項節 贈與祝福經文：「堅心倚賴（禰
的），禰必保守他十分 平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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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倚靠禰。你們當倚靠耶和
華 直 到 永 遠，因為耶和華是永
久的磐石（賽二十六 3 ～ 4）。

（三）岳父母、公婆好欣慰

曾幾何時，外子與我也為著我
們的婚禮宴會大小事項作好準
備。邵莊兩家同意簡單但隆重
的進行。雖然沒有發出請帖，
但參加婚禮大約有五百人，而
在嘉南學校球場擺設筵席，將
近 七 百 人 光 臨 祝 賀！回 想 起
來，那 時 其 實 自 己 都 不 需 操
心，因為主內弟兄姐妹
全力以赴，讓我們經歷
在耶和華山上必有預
備！這次外子與我竟然
當起了岳父母、公婆雙
重 的 角 色，兒 女
嫁娶確實要我們
精 打 細 算，也 忙
忙碌碌起來，但又看到主
內肢體再次熱烈參與，使
得我們在兩場婚事忙中得
慰。浮 上 心 頭 的 經 文 ：「耶 和
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
加上憂慮」（箴十 22）。

小結

兒女果然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產
業，全 家 平 安 也 是 父 母 的 祈
願，更可貴的是兒女都以認識
並且敬畏耶和華為最佳美之
福；確實一切好處都不在祂以
外！

教 授 動 態

邵晨光院長於正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出席了
在歐洲西班牙巴賽隆納舉行的國際歐洲聖經
神學院董事會會議，又於三十日至二月八日
探望在歐洲的兩位校友及帶領幾個聚會；又
邵院長伉儷將於三月七至十八日前往悉尼服
事，邵院長將在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教授
「以賽亞書研究」課程。



陳秋瑩博士和黃
許柳麗博士分享

 陳 秋 瑩 博 士 於 正 月 二 十 一 至 三 十 日 參 加 SI M
在 泰 國 清 邁 舉 行 的 宣 道 檢 討 會 ，又 她 和 黃 許
柳麗博士於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主持OC在
岷 市 舉 行 的 神 學 教 育 研 討 會 議 。本 院 作 為 東
道 學 院 發表 菲聖 課 程評估 的 專 題。

邵晨光院長及邵莊秀美博士、陳秋瑩博士、
蔡真如博士、蕭信心博士將於三月十九至二
十日往宿務參加宿務基督教會創立百年慶典
活動。

董事會主席陳俊修長老
和邵晨光院長開幕致詞



圖書館會議
 蕭 信 心 博 士和 Mrs.

Raquel

校友會消息
 201 6年校友會新屆職員芳名如下(恕不稱呼)：

Cruz 於 三 月 十 七至

十八日參加在馬尼拉聖托馬斯大學 Benavidez

黃均培 (主席)

林克舜 (副主席兼司會)

禮堂舉行的第一次菲律濱圖書

許柳麗 (秘書)

吳天恩 (總務)

館長會議：解決當前關切的議

王美安 (財政)

潘蓓蓓 (聯絡)

題。此 會 議 是 由

P L AI- N C R 圖

書館協會和聖托馬斯大學圖書
科 技 信 息部 聯合 舉 辦的。

ATA 會 議
 ATA 假 本 院 場 所 於 正 月 十 九 至 二 十 二 日 舉 行
該 會 執 行委 員會 和 其他委 員 會 會議 的召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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