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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补充 3 
 

[教会节日] 
元旦日： 回顾和承诺的日子 

 
简介。元旦日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重要。我们将学习基督徒如何庆祝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将了解到审视过去一

年的自己之重要性。我们也会学习在新的一年里作出正确决定和选择的重要性，以及让神参与我们的每一个开

始的重要性。 
 

诗篇 90:10-12 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

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

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每年的新年都提醒地上各处的人，他们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个

新年会结束，很快他们将到达生命的终点。每年的新年都是人评价过去一年的机会，也是为来一年做出一些重

要决定的机会。一个基督教家庭或一群朋友可以在新年前一天的晚上，每人花些时间思考一些个人重要的问

题。 
 

圣经是一本告诉你所有重要事情的 「开始」的书。它揭示了神在开始时就存在了。它讲述了被创造的宇宙的

开始、人类的开始、神目的的开始和人类在地上任务的开始。  
 

但圣经也揭示了一切事物的结局。它也讲到世界的终结，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有国家和政权的结

局。然后，耶稣基督将根据每个人与祂的关系和他们如何生活，来审判每一个曾经活着的人。因此，基督徒要

紧记神是万物的开始和终结。他们要知道他们只能靠永活神在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他们也只能靠永活神好

好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因此，元旦是基督徒评价过去一年的机会，将他们的生命中错误的东西纠正。元旦也是

做出新的决定和新的选择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做出新的承诺，把自己的一生交在永活神手中。  
 

A. 元旦日是自我审察的机会 
 

简介。元旦日是问自己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好时机，以帮助你评估过去的一年。 
 

1. 元旦日的第一个问题：「我是信徒吗？」 
 

阅读  约翰福音 3:16-18,36；约翰福音 5:24；约翰一书 3:9-10；哥林多后书 13:5。 
发现和讨论。 什么是一个人会问自己的最重要问题？ 
 

当你在这新一年要做一个新开始之前，你可以问自己的最重要问题是有关你的救恩：「我是不是基督徒？」哥

林多前书 13:5 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

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许多人将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情况下开始这新的一年， 因而没有永活神。凡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迷失了。他

的罪还没有被赦免，神的忿怒仍然在他身上，他将要承受永恒的惩罚。凡继续犯罪的，不做正确的事或不爱他

的兄弟，都是魔鬼的儿女。但若有人转向神，相信耶稣基督，他肯定不会被定罪和灭亡，反而是有永生！他不

会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他会做正确的事和爱他的兄弟。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因此，每个人都应

该审视和测试自己。 
 

思考。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和生命里作为救主，那么现在就做吧。用以下的祷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我是一个迷失的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的罪的惩罚。我相信祂

复活了，现在以万王之王作统治。我现在请求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内心和进入我的生命，宽恕我的罪，给我新的

生命。我会以耶稣基督作为我学习的老师，从祂学习，也会以祂作为我的主，并服从祂。多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2. 元旦日的第二个问题：「我过去一年是如何生活？」  
 

阅读  诗篇 139:1-7,23-24；约翰福音 8:32。  
发现和讨论。 第二题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重要问题是什么？ 
 

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过去一年我过得怎么样？」诗篇第 139 篇是检视的祈祷。大卫意

识到他并不是完美和无罪的。他明自他并不总是知道生活中什么东西会使神不喜悦。因此，他祈求神向他表露

他的罪。他祷告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

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

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 139:1-4,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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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只有当病人承认自己生病了，医生才能帮助治愈他们的病人。只要病人拒绝面对自己生病的现实， 他
就不会承认自己需要医生。但当他面对生活的现实，承认自己生病了及需要帮助时，医生便可帮助他痊愈。同

样，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路
加福音 5:31-32)。凡面对他的不义和向耶稣承认这一点的，会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生的帮助和医治！凡相信这

一点的人，就不怕深入审视自己，以对抗过去那些隐藏的恐惧和事件，因为他知道这是治愈的最好和最快的方

法！ 
 

因此，你在这新一年作新的开始之前，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渉及你生活中犯罪的可能性。「我生命

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是我没有向耶稣基督承认？」「有没有一些隐藏的动机是不能取悦神的？」「有没有

什么秘密的罪令我已经成为奴隶？」「有没有和某人的关系不好？」想想过去的一年，评估一下你的行为和言

语、你的动机和态度及你在过去一年做出的决定和选择。当你知道或觉得你的生活不正确，但你不知道到底出

了什么问题时，用诗篇第 139 篇作为检视的祷告。用诗篇中这个祷告来请求神搜索你隐藏的动机，考验你最深

的情感。请求神揭开你的恐惧、伤痛的感觉和冒犯的行为。神已经知道有什么隐藏在你的思想、心灵和生命

里，但祂希望你请求祂展示给你看。神希望你认识到并承认这些事， 因为祂想把你从这些事中释放出来！在

约翰福音 8:32 ， 耶稣应许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即使是你天性中最黑暗的一
面，真理也能让你获得自由！  
 

3. 元旦日的第三个问题：「我过去一年取得什么进展？」  
 

阅读  歌罗西书 2:6-7； 提摩太前书 4:15-16。  
发现和讨论。第三题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重要问题是什么？ 
 

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取得了什么进展？」人是活的人，活的人不

是向前进步，便是倒退。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停下来一段时间，来处理一些特别问题,。但即使是处理问题，也

是在向前进展！只有没有生命的东西才会静止不动，并保持它们的状态一段很长的时间。使徒保罗激励提摩太

取得进步。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

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思考。你在这新一年作新的开始之前，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有关你过去一年生活的进步。

「我在多大程度上只为神的荣耀而活 (罗马书 11:36)？」「我怎样能住在基督里 (约翰福音 15: 5)？」「我在多

大程度上取得了作为基督徒的成长 (提摩太 4:15)？」「我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有多好 (以弗所书 5:25)？」「我每

周为生活工作六天吗？」「我以什么方式为神的工作和神国度的扩展做出了贡献 (马太福音 6:33)？」「在即将

到来的新年里，神希望我在那方面改变或改进？」花点时间考虑你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透过阅读圣经和祈

祷，与神一起考虑这些问题。 
 

B. 元旦日是承诺的机会 
 

简介。每年的元旦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作出你生活中的重要决定或选择。以下是你应该做出的一些最重要

的决定或选择：「明年我的生活方向会是什么？」「我将我的信任放在谁人身上？」「我会怎样运用我的时

间、才能、机会、金钱等？」「我的人生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让我们看看圣经中一些人物所做出的决定

和选择。然后，你做出正确的决定和选择！ 
 

1. 元旦日的第一个决定：「我会在人生中朝着正确的方向」。 
 

阅读  耶利米书 6:16。「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

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思考和讨论。 你要走哪条路？在新的一年里，你的生命方向会是什么？ 
 

你在这新一年作新的开始之前，你应该做的一个重要决定或选择，是关于你的人生方向。每年的元旦日都像站

在十字路口，你必须决定左转还是右转，直走还是向后转。你应该决定你是否会转向神及遵循祂的道路，这是

美善的和正确的道路，还是你会远离神及走错误的道路。「美善和正确的道路」 与 「古道」相呼应。「古

道」 是指神自古以来在圣经中揭示的道路， 即从创造的时候开始。请祷告及祈求神向你展示那美善和正确的

道路。 
 
当然，你也可能在生活中的其他时候遇到这样的十字路口！ 
 

2. 元旦日的第二个决定：「我会在人生中信靠正确的人」。  
 

思考和讨论。  你在这新的一年会将信靠放在谁人身上？ 
 

阅读  耶利米书 17:5-10。「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

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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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结果不止。』」你要选择的是，信靠人和属于人的事物，还是信靠神和祂的话语。凡将信靠放在一个人、

一个政治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军事领袖或一个属灵领袖身上的，他就会像沙漠中的干涸的灌木一样。但凡

信靠耶和华的，就像栽在水旁的树。神警告不要与另一个人有任何不健康的依赖或相互依赖的关系。  
 

阅读  箴言 23:4-5； 马太福音 6:25-34。信靠金钱和财富等物质的人会发现，他们为获取财富所付出的努力会使

他们精疲力竭，财富亦很快就会流失。信靠神的人不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赚取物质事物，而是首先寻求神

的国和祂眼中看为正的事。  
 

阅读  诗篇 20:4-8.信靠军事力量如马匹、战车或现代枪支的人会发现，他们总有一天会「屈身仆倒」。但凡信

靠耶和华的必得救，神必回答他的祈祷，他必 「起来，立得正直」。 
 

阅读 何西阿书 4:6；哥林多前书 1:18-25。在生活中只信靠人类的知识如准科学或哲学知识的人，他们会发现他

们在神的眼中已经变成愚拙的人。但凡信靠主和祂的道的人必是智慧人！他不会被拒绝或毁灭，而是被拯救。 
 

阅读  诗篇 23:1-6。 凡信靠神及以祂作牧者的人， 他们会体验到神沿途带领着他们，一起与他们走过死荫幽

谷，以及在他们的敌人面前维护他们。 
 

3. 元旦日的第三个决定：「我会在人生中作出进步」。  
 

思考和讨论。神会希望你今年在哪些领域进步？ 
 

你在这新一年作新的开始之前，你应该做的一个重要决定或选择，是关于你生活中取得真正进步。许多人只是

在上学期间才取得进步。他们之后的余生，往往是倒退比前进的多。主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教导基督徒在他们

的一生中要取得进步。  
 

阅读  马太福音 25:14-30。神给了每个人一个或多个才能。一个「才能」(talent)实际字面的意思是一个巨大的

金钱单位。耶稣时代的一个普通工人要工作二十年才能赚到一个「才能」！这个比喻的意义是每个人都必须忠

实地运用神托付给他的机会。他应该运用它们来使神得到荣耀，使神的国度扩展，以及令小孩(马太福音 25:40) 
受益。神会惩罚疏忽，但奖励勤奋。虽然每个人在生活中得到不同数目的机会，但他们应该进步，用神给他们

的任何东西来获得更多。 
 

阅读  以弗所书 5:15-17。智慧人是那些与神同行和明白神旨意的人。他们放眼达到最高的目标，并利用最佳方

法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机会。一个人要进步，就必须聪明。 
 

阅读  腓比立书 3:7-16。保罗描述了他自己的目标，来激励腓立比人效法他的榜样。他的目标是要认识基督，

得着基督，活像基督。 他的目标是道德和宗教的完美。保罗相信在世界成立之前的拣选 (以弗所书 1: 4) 和得

救的确据 (提摩太后书 2:19)。但他不相信神的拣选抹去了人类的责任，或神的救赎抹去了人类的责任， 或在

神的救赎没有人类的努力，或在神的救恩确据没有人的不断使用神的应许！虽然基督徒活在这世界时不能得到

完全的成圣，但他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进步。 
 

阅读  提摩太前书 4:11-16。保罗劝勉提摩太在言语、生命、爱心、信心和纯洁上总要以身作则。他劝他致力于

公开阅读圣经，并宣讲和教导它。他敦促他密切关注自己的生活和教义。当他坚持这些事的时候，那么每个人

都可看到他的进步。 
 

C. 元旦日作为领取神的应许的机会 
 

简介。在神的主权旨意中，祂给了我们有限的自由去作出选择和决定，也会为这些追究我们的责任。例如，祂

会要求我们对相信或拒绝祂的教导负责。同样，祂会要求我们对服从或不服从祂的命令负责和问责。 但在我

们生活的其他领域，祂并没有给我们自由。例如，我们不能选择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选

择自己的情况！但神给了我们自由去选择对我们的情况的态度和反应！  
 

每年的元旦日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神作出一些新的承诺，特别是对神的旨意的顺服。神希望我们心甘情愿

地、全心全意地顺服祂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即是选择相信祂的教导和遵行祂的诫命。神希望我们能够信任

地顺服于祂在我们生活中以主权方式允许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起让神参与我们今年将要创造的所有开始。  
 

1. 元旦日的第一个承诺： 「我在生命里将倚靠神的同在」。 
 

发现和讨论。圣经对神的同在有什么应许？ 
 

每个基督徒在这新一年作新的开始之前，应该做的一个重要承诺，是在他的生活中依靠神的同在，特别是当他

面对困难的时候。 
 

阅读  申命记 1:29-33。神自己走在祂的子民面前，为祂的子民而战。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论我们基督徒要去

哪里, 神自己都会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就在那里，祂将在我们身边，为我们而战。事实上，神并没有把困难从

我们身边拿走，而是带着我们渡过难关！就像父亲带着儿子一路穿越沙漠的困难一样，神会带着我们度过困

难，直到我们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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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列王纪下 6:15-17。以利沙和他的整个城市被那些想伤害和杀死他们的敌人包围了。以利沙的仆人非常害

怕。然后神睁开他的属灵眼睛，他便看到众山到处都是马，而全城周围都满布火战车，这些都是在保护着他

们！有时神会允许我们遇到非常困难的情况。虽然我们只能看到身体上的危险和敌人，但神和祂的天使与我们

同在却是非常真实的！诗篇 34:7 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在以赛亚书 
41:10，神应许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

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在以赛亚书 43:1-7 中，神亦应许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

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 
 

2. 元旦日的第二个承诺： 「我在生命里将倚靠神的恩典」。 
 

发现和讨论。圣经对神的恩典有何应许？ 
 

每个基督徒在这新一年作新的开始之前，应该做的一个重要承诺，就是在他生命中依靠神的恩典。 
 

阅读  启示录 3:7-8。 只有靠神的恩典，神才能为每一个基督徒打开机会的门。祂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学习、找工

作或找婚姻伴侣的机会。祂也可能打开一扇机会之门，让我们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的事，或者在祂的国度里服

事。即使别人试图关门，耶稣也说：「我打开的，没有人可以关，我关的，没有人可以打开」。世界上的政治

领袖、军事领袖或宗教领袖可能会关闭我们生活的门，但他们只有在神的主权允许下才能这样做！拿钥匙的不

是他们，而是耶稣基督！关上门的不是他们，而是允许他们关上门的耶稣基督。也不是他们打开大门， 而是

以主权方式为我们打开新门的耶稣基督，这门谁也不能关上！基督徒要相信神和耶稣基督的主权。因此，基督

徒应该依靠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里为他们打开机会的大门！  
 

阅读  箴言 27:1；雅各书 4:13-17。圣经警告你，你不应该夸耀和吹嘘你明天会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

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他明天是否还活着！因此，一个基督徒应倚靠神的恩典，来为明天和新的一年的每一天制

定他的计划。基督徒应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阅读  哥林多后书 12:9。当然，每个基督徒都会面对困难 (试炼)。但神对你明天或来年会面对的困难 (试炼) 有
一个目的。保罗告诉我们，当你面对困难、疾病或迫害，你应该依靠神的恩典。神并没有把保罗的困难拿走，

但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每当你在新的一年里面

临困难、疾病和迫害时，你都应该依靠神的恩典。神会利用你的困难、疾病或迫害，让你更像基督和更有果

效。 
 

3. 元旦日的第三个承诺： 「我在生命里将倚靠神的胜利」。 
 

发现和讨论。圣经对神的胜利有何应许？ 
 

每个基督徒在这新一年作新的开始之前，应该做的一个重要承诺，就是在他生命中依靠神的胜利。当大家看报

纸或从收音机听到新闻时，往往只听到坏消息。各国相互开战，人们说谎、偷窃、强奸和谋杀。好些商人和政

客是腐败的。有些警员和法官没有为穷人和无助者辩护，反而偏袒那些能贿赂他们的人。然而，读圣经的人总

是听到好消息！ 
 

阅读  罗马书 8:28-39。神教导最终的胜利属于神的百姓，而不是恶人和败坏的百姓！经文说：「神若帮助我

们，谁能敌挡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

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无论什么在新的一年里发生在基督徒身

上，他都已经知道自己会在神的最终胜利有份！ 
 

阅读  马太福音 13:41; 使徒行传 3:21；启示录 21:27。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这都不是终点。这个破碎

世界的最终结局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死人复活、恶人的最终审判和定罪、以及天地的更新，只有义人才能住

在其中！因此，当你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要依靠你在地上的岁月结束时所取得的最终胜利！当你死了或

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终结便会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