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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祷告”

亲爱的读者，
1. 圣经与你
我的问题是： “你爱圣经有多深？”而不是 “你对圣经的认识有多
少？” 你是否真正渴慕神所要告诉你的话，还是为了增加知识而读它，
比如为了应付考试。
一位年轻女士如此说： “昨天我收到一个誓言爱我的人的一封信。他的
信使我感到兴奋。这封信我已经读了 5 遍。并非我不明白信的意思，而是
阅读他所说的话给我无比的欢欣。他说他爱我，这使我感到非常快乐。
2. 我如何爱上圣经
当我 10 岁时，我听了神的仆人宋尚节博士的讲道，他来自中国，是神所
差送的传道与 “圣经诠释者”。他开口直接从圣经说起，圣经的话语就
充满了生命。当他讲道时，圣经的记载都变得栩栩如生，对着我说话，使
我的生命有了改变，一切顺从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给我们 “爱的信
函”，告诉我们祂爱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就
是圣经信息的主题，神是何等地爱我们并将祂的儿子赐给我们，为的是要
拯救我们。

你问我： “它真正对你起了什么作用？” 答案： “有几个反应。首先
我了解自己是个罪人，在神面前是残缺不合格的。我晓得神是造物主、一
切的主宰。祂是我的主，祂创造了我，我必须向祂有所交代。我的行为
“亏缺 “了神，在祂面前，我是不合格的。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
“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了。” (罗马书 5：8)
宋尚节博士说的是真理。我相信并接受耶稣为我各人救主。从此，我喜爱
阅读神的话语，因为它比蜜更甜 (诗篇 119：103)，也胜于一切的财富
(诗篇 119：72)。
1938 年 (当时我 13 岁)，在一次的聚会上，宋博士向会众挑战，要他们
委身 “为神服事”。我响应呼吁，从此乐于 “传送神的话语”，有如播
种福音种子。我对神的话语之喜爱逐渐加深！
现在，我最大的喜好就是广传神的话语，并帮助别人，让他们也喜爱神的
话语，就如麦凯 ( WB Mackie)的诗歌所说的：
万书之书
1. 神的话语像锤子
能将岩石劈成半
如灯领我们脚步
似光在狂风巨浪中
像一把双刃的剑
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
是啊，这就是万书之书
书名就是圣经！
2. 我们的心接受它
变成种子在成长
我们若是相信基督
它是我们成长的灵粮
像水洁净我们
使我们从污秽中脱出
是啊！这就是万书之书。
书名就是圣经！

3. 要成长 - 你需要神的话语
再过一个月 (我从悉尼回来之后)，我们计划开始一个 “背经句课程”
( All - ages Bible Course 简称 ABC，即适合所有年龄的圣经课程)。它
的特点是：
1. 人人能力所及。
2. 人人可用，即使是年幼的学童。
3. 易于学习和背诵。
4. 若持之以恒，兴趣更浓。
5. 按照个人的进度来学习。
6. 坚持不息必得丰盛属灵福分。
7. 座右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打从 1954 年 (59 年前)开始，背诵经句一直是我所喜爱的。我衷心将这
个 ABC 课程介绍给所有的读者以及其他有兴趣的亲朋戚友。
ABC 课程是非常简单的学习活动。
亲爱的读者，我邀请你们参加。让我在此 “预先欢迊”所有的读者！不
仅仅参加，更要当一名神的使者！
这是何等兴奋、富有挑战性、蒙福！
愿神祝福所有读者！

主内资深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2 月份）

教会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教会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读经交流与分享。
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读经交流与分享。

灵命激励

金句背诵

你们要进窄门。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
引到灭亡，
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
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找着的人也少。
（马太福音 7:13-14）

凡称呼我“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主啊”
主啊”的人，
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才能进去。
（马太福音 7:21）

诗篇 120 篇
列王记下第 1 到第 2 章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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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接续（3/2/2013）

认真的回答 – 箴言 15：28， “义人的心，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思量如何回答；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反义对句法) – 这里的重点不在义人，

III.

而是义人的心。心是万事动机的源头。这是 15：28 所要强调
的。言语未从信徒口中吐出之前，圣经说义人的心务必思量一
番才作出回答。”思量”是 “深思”或 “思考”的意思。信徒不会莽
撞冲动地答话。他经过谨慎深思，再以神的话语作衡量之后才
回答。这是信徒的特权，因为只有他才称得上圣经所说的义
人。信徒以神的话语为准则，思量如何回答，并且考虑到所作
的回答会如何影响别人、帮助信徒在对神的信心上有长进。倘
若对方不是信徒，那么他可以用仁慈的言语带他归向主。

但是，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这里强调的不是心而是口。着重
于人们听得见甚至看得见的。他所说的话显露出他一颗邪恶充
满罪行的心。前者指的是无形的 (心) 而后者指的是有形的 (言
语)。他毫不思考就发言。他的言辞是反动性，旨在伤害以报复
对方。圣经以 “吐出”来形容，正如流水倾泻而下。由于动机不
良，所以言辞是邪恶的。

诚实的回答 – 箴言 24：23 – 26，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
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24 对恶人说：
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
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
列邦必憎恶。 25 责备恶人的，
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
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26 应对正直的，
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
犹如与人亲嘴。 “ –

IV.

我们或许各在不同的情况下处于领导位置。家长在家中为着孩
子作抉择。一个在职场上的领袖每天必须不断地作出公正的判
断。教会领袖为会众的一切作出决定。

箴

言

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之间的分别在于受影响的群体之大
小。一个国家领袖的决定影响整个国家。家长的决定影响他
的家庭。神要求每个信徒作判断时不可看人情面。不幸的是
，很多时候，甚至在一些教会，往往为了有钱人之利而作出
不公正的判断。领袖们害怕得罪富者因为教会需要他们来增
加每周的奉献。所以他们的判断都是支持有钱人。对着有钱
的恶人说他们是义人。对着贫穷的义人却说他们是恶人！在
教会中如此不公平的判断多过我们所想像的！在我们的世界
这是可悲却又是千真万确的。
至于那些不看情面公正地责备恶人的，他们必得喜悦，美好
的福也必临到他。神悦纳他所行的。人们却不太喜欢他。人
所作的决定不应该在于取悦他人。信徒应该根 神的话语来
别是 ， 后
就此作决定。他不可应用
来
行事，就是
情况来判决。如此就 有一定的
准则，
因为这准则
而 。对信徒而言，圣经是 对的准则。他
的决定 于神的话语而不是 他所想像可 或不可 发 的
情况。他信 神并 一切
于 ，因为他
所信
的是
的神，所以他会
作出
美正确的决定以
神。 “应对正 的， 如 人
。” 在 时的
， 人
是
从。 (
2：12) 有 于此，一个作出
公正判断的 判者必受到众人的
，因为 过他的 判人
们看到了公 。国家、家庭
会都有喜
公平
。受
到公平判决的人们必定
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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