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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是神的计划！
我说的是什么计划呢？当我在研读主耶稣的生命以及祂的事迹之
际，突然想到，你可曾想过，为什么我们的主在世的三年事工，只
收了那么几个 “门徒”？仅仅 12 位使徒 （去掉一位 － 叛徒犹
大），而且这 “12 位”原是 “没有学问的小民” （使徒行传
4:13）。经过仔细调查，犹太当局发现使徒没有高深学历的资格和
社会地位，只是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 4:13）。

网页: http://calvarypandan.sg/mandarin-ministry

但愿在使徒行传中的记载，能引起那些在主里事奉的共鸣，因为我
们是 “跟过耶稣的”。但是，你问，什么是神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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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主题: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2013 亲爱的读者，

1.增加 “天堂的喜乐”？
当我思考这个标题时，总觉得要在世上增加天堂的喜乐似乎不太可
能！但是读了路加福音第 15 章，我们发现这建议不仅是可能，而
且还是我们可以参与的，并为我们的主作见证。读一读路加的记
载：牧羊人找着失去的羊的喜乐不仅是和 “朋友邻舍”的欢喜时
刻，在天上也同样为他欢喜！ （路加福音 15:5-7）路加福音 15:7
写道，“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一个悔改的罪人就如
那找着的失去的羊。
为了这个缘故，以及那更令人信服的原因 － “偿还福音的债”
－ 我们把握每个机会向还没有得救的，分享关于我们主耶稣和祂
奇妙的恩典。这不仅为那作见证的，也为那些在 “天家”的带来
喜乐，即使是只有一个罪人悔改。

神有一个计划，就是 “救赎的大计划”。我们的主的救赎工作在
约翰福音被完整地解释。你还记得我们的主和尼哥底母的面谈，祂
说了什么？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
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4-15）
3.神给耶稣的计划
这不是为了要从国内全地召集人群而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建
立 “12 使徒”为信徒的核心。这一小组成为追随者的中心，以进
行世界性的传扬福音。我们的神永不失败！祂的 “大计划”能够
让罪人归向主。这肯定成功。
还记得我们的主往天上去之前所说的话？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
上，你们就必得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
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1:8）
如果主延迟再来，为了遵守祂的诫命， 我们将继续努力到任何需
要福音的地方传扬福音，甚至 “直到地极”。就因如此，我到伯
斯、悉尼、巴淡岛和泗水为主作见证。但是，千万别忘记我们自己
的家人、亲戚、邻舍以及 “隔壁” － 包括 Blessed Hope 笃信
圣经长老会。

4.最新的 “福音工作”
为了遵守我们主的诫命，陆一苇传道 （Preach Lek Aik Wee)在武
吉知马上段 “牛乳场” （Dairy Farm）一带开创了一个福音工作
站。这个取名 “Blessed Hope B-P Church”的教会租用在 500
号， 武吉知马上段的“救世军”场所。请在祷告中记念这项福音
工作，并亲自出席支持他们。就如一粒介菜种子，这个新的福音教
会值得你们的支持。

属灵操练（11 月份）
灵命激励
教会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5.“事奉耶稣真有快乐”
我以奥斯瓦德 史密斯（Oswald J Smith）的诗歌来结束这个星期
的牧函。愿神祝福所有读者！

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读经交流与分享

事奉耶稣真有快乐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

金句背诵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1.事奉耶稣真有快乐，当我旅程中往前
使我心中每时每刻，涌出赞美向祂献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副歌：
快乐，快乐，事奉主真快乐
不断在我心涌溢，当我支取祂能力
时刻遵行祂旨意，真有快乐，快乐永远不稍离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7-18）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2.事奉耶稣真有快乐，能胜一切的苦难
我魂充满天上乐歌，我口应和同歌颂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3.事奉耶稣真有快乐，虽然只有主同行
因祂为我受苦负轭，使我今高歌欢吟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 60 章到第 64 章

4.事奉耶稣真有快乐，虽四围黑暗重重
奇妙秘诀我已获得，我今行走光明中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倘若只有被拣选的才得救，又何必传福音？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
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
呢？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
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 10：13 - 15)

在谈论神的福音工作，提到神的完全主权，以及祂在不受抗拒
下，拯救那些被拣选及呼召的时候，往往会引起一些争论性的
问题。倘若神已经预定拯救某些人，我们又何必出去传扬福音
？神若“指定”他们得救，他们必得救赎，我们何需到处传福
音？岂非浪费时间？我如何知道我传福音的对象是否被拣选？
这不正确的想法使我们倾向宿命论而不采取任何行动。

倘若只有被拣选的才得救，又何必传福音？
--- 接续（第4页 )

我们无需浪费时间担心神是否会拯救他。我们只是主手中的一个
工具，祂会恰当地应用我们。我们就如一支铁锤完全不晓得他为
何锤着其中的一支铁钉，也不知道他是否特选所要的钉子，又或
者他将要以多大的力量钉它。我们屈居于工匠之手中，甘心乐意
地奉命行事。或许我们整辈子就是锤着一把凿子，雕刻着一件独
特的塑像，也可能我们是一支锤打了数以千计的钉子的铁锤。我
们就是如此简单地照着行事，从不埋怨或质问祂为何如此地使用
我们。

我们要尽量避免想要取代神的地位。这乃是神而不是我们决定
所要拯救的人。圣经的应许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但是神也掌控着谁能求告主名并相信祂。当我们质问那人是否
真正被拣选，我们是侵入神的领域，企图当审判而判决谁该被
赎救。事实上，我们只是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传福音的关键在于服从。神命令我们去，所以我们出去。没有其
他的选择。舒适地坐在家中设想神的主权以及神的法令之细节是
简单的事。然而，我们若是没有完成神的大使命，没有尽本分出
去帮助那些从没听过报福音、传喜信的，就是没有顺服神。顺服
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真正重生者
的自然反应。当我们顺服并出去传福音，神如此称赞我们， „他
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即那些甘心乐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为基
督传讲话语的。你是否顺服神？你的脚踪在神的眼中是否佳美？

我们的任务是很简单的，奉神差遣，到那充满失丧者之处，依
照祂的旨意行。我们是祂拣选的器皿，要传道，好让人们听见
。我们的职责就是依着神的带领，任意地向每一个人传道。我
们尽我们的本分，其余之事神会成就。

主内许凌康传道

…待续（第 9 页）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接续（第夹页 A）

接续（第 9 页）

很明显的，甘力克也没有提到地狱是那些不在基督里并死在罪中
的最终去处。在传讲福音时提到地狱是有多重要呢？耶稣在马可
福音 9：43 – 48 中说， “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
来； 44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
灭的火里去。 45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 46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47 倘若你一只

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
眼被丢在地狱里。 48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只
有在罪与死与地狱被解释清楚之后人才会变得虚心，而真正的救
恩始于虚心。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花了 3 章长的篇幅 (罗马书
1 – 3)有力地证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甘力克这冗
长的单张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一点。
甘力克对基督的描述也不完整。也没有阐释基督是童女所生以及
基督是完全的神与人。他也没有引用经文加以证实基督的神性与
复活，反而引用人的言论，如 C ·S ·路易斯 (C S Lewis)、英国首
席大法令勋爵 (Lord Darling) 所说的话。无论是多伟大的人，他
们所说的话绝对不能替代神的完美话语。若不解释基督是完全的
人，甘力克又如何解释耶稣是最配得为任何人死？甘力克所讲的
基督救恩信息迏不到圣经的标准。此外，他也没有强调唯有信靠
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却在这个事实加上行善或以人的传统与教会
传统，这些完全是错的。

甘力克解释相信基督之后能获得 “自由”。自由包括摆脱罪疚、
摆脱犯罪的习惯和摆脱恐惧。可是他漏掉信徒得到的最重要
“自由”就是摆脱了罪的束缚、死亡和地狱。罗马书 6：23 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根据甘力克，得到 “救恩” 之后， “信徒”可以自由地认识神、爱
人并且洗心革面。甘力克针对认识神的自由的解释与圣经相差
不远，因为他说 “我们犯的错成为神和我们之间的障碍。以赛
亚书 59：2 说：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藉着耶稣在十
字架上的死，拆除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得以与创造
主建立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会在我们心中确认这种关
系，并帮助我们亲近神，认识神。圣灵又会帮助我们祷告，让
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圣经)。”甘力克所说的看起来似乎是正确。
但是，最该谈的 “罪”以及信徒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圣洁对在基
督里的信徒而言是最重要的而基督就是改造基督徒的却完全没
有提到。类似这样在一些分量的真理中混入遗漏差错的微妙错
误使得甘力克的福音吸引了灵恩派、新福音派以及罗马天主
教。人知道他与神建立了关系，这是按他自己的心意，他的旧
人仍然存在，外在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些自我积极想法的心理幻
觉毫无永恒价值。
（待续 28/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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