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的事奉”
昨天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我乘搭新航 SQ211 班机安稳直
透飞了 个小时。出乎意外地，新航地勤人员居然提供了轻便小车
接我到机场出口 (我若以快步行走，这一段路程得花上 15 钟
的时间 。职员们肯定觉察到我年纪不轻！
悉尼笃信圣经长老会的颜安东尼执事和女儿雷妮已在抵达大厅等
候。他们载我回他们离教会 20 哩外的家。隔天他们载我上教会，
我们在 10 时正的崇拜聚会之前抵达教会，早到了 40 分钟。
大约有 80 多人已经在席。颜执事带领了一个美好的祟拜。男生歌
咏团献唱圣诗。我以提多书 2：11 – 14 传讲信息 “我们有福的盼望”
– 我们主耶稣的再来。我提醒会众 “这时侯的神迹”的紧迫以及主的
再来已逼近。
今晚有几位客人来颜家和我们一起聚餐，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团契
时光。接着是家庭祟拜，与相同信念的弟兄一起崇拜结束主日是何
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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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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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体毁坏”
每当我读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4：16 所写的话，总觉得距离
“外体”毁坏的日子还很遥远，忘了时光会飞逝，衰败的日子比预期
来得快。
不久前，当我们在梹城参加 “黄金年华关怀小组退休会” 时，一不
留神，我滑了一跤，跌个四脚朝天，爬不起来！费了好大的劲，终
于站立起来，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开始领悟现实：这 “外体毁坏”终究会发生！无论我们尝试做什么
或者在 “健身房” 费多少功夫，老化是无可抗阻的。无论我们做些
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岁月终归催人老啊！
然而，使徒带给那些和我一样的年長读者一些喜讯： “…内心却一
天新似一天。” 正如我们身体迅速老化 衰弱，我们的 “内心”或者
“灵性” 却一天新似一天！这带给我们莫大的欣慰也加强了我们对神
的话语之信心。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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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凉快的春天！
凉快的春天！
悉尼这时候的春天气温犹如 “初春”。相当清凉，对于新加坡的来
客，倒是一股寒意！颜家座落在郊区，是个宁静的住宅区。
星期一 (十月 29 日)早晨，我于 7 时 30 分起床，感谢主赐我一夜安
眠。我与主人安东尼共用早餐 (其他家人已各自出门办事了)。早餐
后我们谈起教会的灵命所需。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设立家庭崇拜。教会有多少家庭惯于每晚作家庭
崇拜？ “不多”。 有这个需要吗？。 “当然！”我们诚恳地谈论。 不
久前曾经让大家尝试开始。成功吗？” “很难说。”
无可置疑地，有必要重新开始。(就算不是多数教会，可是对于许多
教会而言，如果我们是认真的，是应该要如此行，难道不应该吗？)
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坦诚讨论。当我们的年青人永生
的福分面临危机时，我们务必为主尽职。
3.

在这凉快的清晨，我们畅所欲言，斟酌思考。的确，属灵气温高升
了，感谢主，我们所讨论的事项顿时“有了头绪”。但愿心之所向得
以付诸行动。

行动胜于语言
这个主日我要传讲的信息是 “坚定不移地追随主”。经过一段时间准
备资料和方法，加上祷告，应该可以开始 “总动员行动”。倘若我们
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每个家庭都会参与。神肯定会赐福。
但愿每个家庭都祈求神的祝福。神总是等待着祂的子民从人间低处
“高升”，向 “高处”行。
4.

我的见证：
我的见证：福分满溢
我想起玛拉基书 3：10 神的美妙话语，挑战祂的子民献上他们当纳
的十分之一。以行动祈求属灵的祝福，神必定 ”为你们敞开天上的
窗户，倾福与你们，”直到无处可容！
除了全能的神之大能，没有其他任何势力能够阻挡我们以及我们挚
爱的孩子步入撒但，所谓 “这世界的神”所布置的陷阱与网罗。认清
楚了这个处境，让我们别再延迟，务必全心祷告并采取行动，然后
等待神的倾福！
愿神祝福所有祷告的！

属灵操练（十一月份）

金句背诵

第一要紧的，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彼得后书 1:20-21）

衪嘴唇的命令，
衪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
我未曾背弃；
我看重衪口中的言语，
我看重衪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需用的饮食。
过于我需用的饮食。
（约伯记 23: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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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何西阿书第 4 章至第 7 章

诗篇第一篇“虔诚人和恶人”

在神的眼里，世上只有两种人：虔诚人和恶人。我们是否有可能
知道谁是虔诚人、谁是恶人呢？我们是否能通过他们的宗教活
动，比如：到宗教场所敬拜或每年到某些圣地（像以色列）朝
拜？或许，我们根本无法分辨谁是虔诚人、谁是恶人？抑或，只
有神有这等知识！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世人能够知道谁是虔诚
人、谁是恶人。
A.虔诚人的标记
A.虔诚人的标记 ～ 1:11:1-3
·他得着神的福气。福气不仅仅指高兴。这里也强调了高兴背后
的原因，免得有人认为这高兴基于物质的福气。圣经是一本属灵
的书，与物质主义无关。如果住大房子、拥有财富、相爱融洽的
家庭，就算是有福的人，那么只有富人和有权势者才算有福。但
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福气是基于人与神的关系。他知道他将到天堂去，他确定自
己会得着永生。这一诗篇接下来就说明了这点。
·他不与罪人交往，并远离他们。虔诚人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
会向他提出建议，但他不会顺从。“从”指“跟随某种思维方
式”。他拒绝那些违背道德的人（即恶人）的提议。他不站罪人
的道路。“站在某人的道路”指认同某人的生活方式，并坚持立
场。这些被称为“罪人”者，比恶人还糟。他们是有罪的违法
者。虔诚人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坐着”指永久居留，亵慢人的
作为变得宝贵无价，这也恶人所渴慕的。当他与亵慢人同座时，
就成了他们的一分子。当亵慢人出行时，他就坐上他们的位子！
请注意虔诚人必须避免的行为和恶人。他不可跟从他们。“跟从”
指他正在行动中。当他停下脚步开始站立时，就逐渐与他们取得
共鸣。他与他们同立，

诗篇第一篇“虔诚人和恶人”

开始听他们的恶言秽语。他不因此感到羞耻，甚至同他们对
话。第三个动作更糟。“坐着”通常是审判的状态或团契交
通。当他坐上亵慢人的座位时，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成了他们的
一分子。
也请注意这一节提及的恶人如何变本加厉。恶人只是违背了道
德。罪人则是有罪的违法者。亵慢人知道自己违背了道德且犯
了罪，却毫不在意，反而非常傲慢地吹嘘。
这意味着，虔诚人在交朋友时十分谨慎。他必须控制自己的行
为。从他结交的朋友，就能看出他是否敬虔。
·他喜爱神的话语。耶和华的律法给他极大的喜乐。他喜爱耶
和华的道。他喜乐地顺服、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
律法占据了他的思念。因此，他的思维如同耶和华。他按着耶
和华的思念作决定。他的生命取悦耶和华。他若犯罪，必悔
改。他的一切。行为都按着圣经，因这给予他极大的喜乐。不
论他做什么想什么，他的意志都归于耶和华的旨意下。耶和华
的喜悦和福气激励着他。
·他的生命具备敬虔的标记。耶和华律法的大能改变了他的一
生。他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所有种在流水旁的树永远不
死，也不会停止成长。虔诚人也一样，永远不会停止成长。他
变得越来越像神。按着神的时间，圣灵的果子就会在他生命、
思想和心灵中显明出来。这种超自然的体验是金钱买不到的。
他并非一般的树，而是那叶子不会枯干的永生树。他不像其他
树一样，到了秋季就落叶，随着四季而变化。他的生命始终如
一，不会随时间而改变。跟其他人一样，他会经历患难，但他
信靠耶和华，与耶和华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他在耶和华里成
长，季节或环境的确好坏对他毫无影响.

诗篇第一篇“虔诚人和恶人”

诗篇第一篇“虔诚人和恶人”

他认识他的耶和华，耶和华也认识他。他的一切作为尽都顺利。
但我们不可将此同物质上的成功混为一谈。虔诚人对物质主义没
有兴趣，因为这是罪。他知道贪财是万恶之根。他永远不会拿对
耶和华律法的喜爱，来交换这世界的玛门。这是愚蠢的。玛门是
干涸的河床。栽种在流水旁的树永不枯干。他的生命也为他人带
来福气。别人会因他的善工而荣耀神。他的见证也激励着其他虔
诚的信徒。至于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则会因此成为基督徒，从
而荣耀神。对人们而言，他的生命有着宝贵的属灵价值。
B.恶人的标记～
恶人的标记～1:4
·他跟以上所述的完全相反。凡以上所述有关虔诚人的，恶人都
完全相反。他具备所有不虔诚和罪的标记。他是邪恶的、自私
的，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他只服务自己，为了致富占他人便宜。
他憎恶神的律法。他认为，神的律法使他贪得无厌的胃口无法得
到满足。他陷入了自我和罪的网罗。他的人生原则是：眼目的情
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罪恶诱导着他，他也乐在其
中。他的良心像铁一般被烙，只要自己高兴，让别人受苦难过，
他也在所不惜。私利充斥了他的世界观。
他的朋友都是罪人，行为充满了罪。他与他们同行，并且喜欢和
他们在一起。他像只小狗跟随主人一样，跟从他们。他站在他们
的道上，学习他们的行为举止。他非常希望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他热衷于物质主义。玛门是他的神，他的保障；得到越多，他就
越安心。
最后，他坐上他们的座位。他乐得被别人崇拜，就像他崇拜这
些人一样。他嘲笑亵慢那些劝诫他的人。他不受教，并坚持行恶.

·他在神的眼里一无是处。恶人将致富。他会使用任何方法致
富。他只要一清醒，就想着如何赚取更多财富。自我和玛门是他
的神。他成了自己的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偶像。进入天堂的条
件由他制定。他甚至按着自己的形象造天堂。他永远不嫌钱多。
他被自己的情欲所吞食，像糠秕一样毫无价值。收割时，麦子和
糠秕必须分开。古人会到山上去，利用风分隔糠秕（即麦子的外
层）和麦子。麦子和糠秕被抛入风中，风就能轻易地就将很轻的
糠秕吹散，麦子则会落回托盘上。这个动作会反复进行，直到所
有糠秕都被吹散。糠秕是毫无用处的，是要被丢弃的。
当恶人离世时，就失去了一切。他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去。因
此，神将如此自私自利的生命视为一无是处。
C.结论～
结论～1:5-6
·神定了恶人的罪。恶人将永远灭亡。他以为拥有一切物质；然
而，有一天，他会发现，自己从来就不曾是它们的主人。物质主
宰了他，他一直以来都只是奴隶。可是，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一
切都已经太迟了。如果他临终前没有悔改，没有接受基督成为救
主，就会下地狱。他的一生将跟他一起灭亡。他将在地狱度过永
恒。
然而，只要他仍有气息，就能悔改。虽然他肉体的生命已近乎终
结，但至少他的灵魂能够得着救赎。
·神熟悉义人。神对每一个虔诚人都有非常个人和亲密的认识。
审判日当天，虔诚人会被召回天国，回到他的耶和华身边。他在
天堂非常自在，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在天堂有绝对的权威。他在世
的道路跟在天堂的道路是一样的！他要与他的耶和华同在。阿
们。
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