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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亲爱的读者，
1. 班丹家庭的福分 (6 月 17 – 22 日)
自从我们开始 “家庭圣经营” 以来，我从未错过这福分。每一年，
“家庭圣经营”总是我们家庭优先考虑的事项。从 1954 年到如今已有
60 年。我要对读者说， “现在就先登记！免得后悔！” 神的福分，
就如祂宝贵的应许一样， “胜於千万的金银” (诗篇 119：72)。
为了让所有老少参加者得以蒙福，我们的委员会已经花了不少时间
(至今仍在努力) 进行筹备工作，以确保一切能顺利妥当。我个人估
计，一个星期营会的获益相当于好几个月的主日崇拜。但愿大家都能
祷告并来参加！如果经济上真正需要援助，可向任何一位委员申请额
外补贴…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2. “末日”
末日” 已经降临！
已经降临！
对于敌人的 “秘密” 行为我们并不惊讶。 “人类灵魂的敌人” 在
暗地里偷偷地行动。你问， “你如何晓得？” 答案：从一切发生
的迹象： “神的教会之离道反教” 以及合一运动的滋长，迈向 “世
界合一” 的目标。在这个时代，我们目睹了 “合一” 的大进展。令

人惊奇的是，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的诗班竟然联合出席 “弥撒”破天荒第一次！根据星期五教会新闻 (Friday Church News) 2012 年
7 月 13 日的报导： “威斯敏斯特教堂唱诗经班与西斯廷教堂唱诗班
于 6 月 29 日在梵蒂冈教皇弥撒联合献诗。这是教皇私人唱诗班首次与
别个唱诗班联合献诗，也是迈向末世教会合一的主要里程碑。我们要
了解，音乐是普世主义的核心所在。教宗本笃十六世已经表明要所有
教徒合一的目的。”

3.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吸引灵恩派到罗马
从 1960 年代开始，灵恩运动的神秘主义一直使它与罗马有着密切的
联系。童女马利亚的显现、异象、藉圣礼得救、以及说 “方言”、异
梦、异象的种种现象使到灵恩派与 “罗马”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成千的圣公会教徒在 5 位主教与 50 位牧师的带领下即将
加入罗马天主教会 (根据每日电讯报 2010 年 11 月 21 日的报导)。这
并非意料之外，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誓言带领英国教会回到罗马，为
的是愈合一个持续了 5 个世纪的分裂。
“回归罗马”运动在末日时必加强，因为到时基督教会将越趋于世
俗。
4. 班丹长执会常年退休会
这个星期我们班丹长执会将聚集在新山士乃的 Le Grandeur 旅馆(前
索菲特 Sofitel 度假胜地 ) 举行退休会。退休会是自我检讨、 “补
充” 灵命的时刻，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神圣的服事作更好的装备，神的
话语如此勉励：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
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希
伯来书 10：25)
一旦“离道反教” 的势力增强，羊群 (还有我们) 面对的危险也增
加。我们应该怎么办？记得 12 位使徒的话： “…我们要专心以祈
祷、传道为事。” (使徒行传 6：4) 我们在退休会中的事项： “祷
告和神的话语”。

是否记得在五旬节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的主在升天之前， “嘱咐他们
(聚集的门徒)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使徒行传
1：4) 。他们服从吩咐，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然后他们
“…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使徒行传 1：13 – 14) 结果是神
的圣灵降临，以及使徒在五旬节的转变。

5. 迫切请求祷告
如果我们主的嘱咐能够让门徒足足祷告了 10 日，以致于圣灵在五旬节
降临，我们不也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记否， “多祷告，多力量”？
让我们听从，并拨出多余的时间作急切的祷告！但愿神怜悯我们，赐
于我们足够的力量应付面临的工作！
在班丹长执会准备前往退休会之际 (3 月 21 - 23 日)，但愿所有会员
都能迫切热诚地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为我们代祷！

属灵操练（三月份）

教会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
教会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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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耶稣降世，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提摩太前书 1:15）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
恳求、
恳求、祷告、
祷告、代求、
代求、祝谢，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平安无事地度日。
（提摩太前书 2:1-2）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马可福音第 2 章到第 5 章

读经运动
新约圣经：

诗篇四篇 ～ 安然居住

我们都喜欢安全。感谢神，跟其他都市比起来，新加坡是个相对安全
的地方。安全的居住环境能叫人心安。孩子早晨上学时，我们无需感
到担心，因为他们多半会安全回家。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工作场所或
超级市场等，都是安全的。然而，在许多经常发生爆炸威胁的城市
里，这并非必然。
不过，真正的安全，并非只有在没有危险或战乱的情况下，才能拥
有。信徒即便是在这世上最危险的地方，只要是行神的旨意来到这
里，就会感到非常安全。为主而活的基督徒，必定会在这个充满罪恶
的世上经历逼迫。他们的安全保障可能突然消失。健康、工作、自由
和生命下一刻可能就会陷入危险！读诗篇四篇时，我们要扪心自问的
是：我们的安全感和真正的安全，是以什么为依据？诗篇四篇阐述了
信徒之所以有安全感、信徒之所以永远都有安全保障的三个理由。
～v1-2～祷告蒙活着的真神垂听，最令人感到
安慰。祂的手并非缩短而不能给予援助，祂的耳也时常垂听我们的呼
求，祂的脚常常及时来帮助我们。神的时间不太早不太晚，没有什么
事能难倒祂。即便是毫不起眼的小事，祂也愿意伸出援手。神永远是
对的。倘若我们因着不公平的事向祂呼求，祂是不会作恶的。大卫称
神为“显我为义的神”。大卫知道他的敌人冤枉了他。大卫没说自己
是完全无罪的，反之，他在面临逼迫时，没有做错事，也不犯罪。
神在他的困苦中（置于狭小的空间）使他宽广（腾出空间）。大卫被
敌人团团包围，眼见毫无帮助的情况下，神为他开了一条逃脱的路。
我们无法确定，大卫是在什么时期写下诗篇四篇，但这并不重要。我
们要注意的是，大卫的神从不令他失望！
1.因为祂是听祷告的神
1.因为祂是听祷告的神

大卫刻意在此使用“虔诚”二字，因为每个神的子民都当如此。“虔诚”
意味着信徒必须具备似神的特性。神引导并保护每一个虔诚人。没有人能
伤害他们。所有神的子民，毫无例外地，都要被耶和华分别开来，为主事
奉。这些敬虔的神仆是不可征服的，直到他们在世的事工结束为止。因
此，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然垂听他们的的祷告。这是大卫的信心，也应当是
所有神子民的信心。大卫无法控制敌人的言语和行为，但他知道神可以控
制，也会控制。这既是为何大卫形容他们的奚落和攻击都是虚妄的！
大卫庄重地吁请每个神的儿女都应当畏惧。倘若你仍在犯罪，请停止
；倘若你还未犯罪，请别开始。现今的基督教已经失去了对神的敬畏
。他们冷酷地拒绝耶和华将基督徒分别归己的事实。因此，基督徒继续沉溺于罪
中。他们对罪的观点同这世界一样。面对罪，他们眉头不皱，反而轻视它，毫无
羞耻地公开犯罪。然而，当基督徒认真考虑大卫在这诗篇中所言，并敬畏神和祂
的呼召，他们就不愿犯罪。他们心里思想神，并立即肃静。他们因此不会有冲动
的举动和言语，心怀意念也不会反击报复。他们会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他们知
道，神为着自己的荣耀和事工，分别他们。这是莫大的特权和荣幸！

3.因为神赐福
3.因为神赐福～v5-7～大卫以敬拜和事奉加以回应。这里没有提及任何动
物献祭。此处的“祭”是公义的，意味着过圣洁的生命。大卫的敌人会继
续干他们想干的事。大卫对他们的恶行束手无策，但他能无视于周遭的环
境，继续过圣洁公义的生命。不论敌人在言语或行为上的攻击对他的身心
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和痛楚，大卫都不允许敌人动摇自己对耶和华的信心。

诗篇四篇 ～ 安然居住

大卫要强调的是，神使他“宽广”。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而非大
卫的作为。大卫在藏身或说话时，并不靠自己的机智或聪明。他知
道神的作为保障了他的安全。大卫在第一节中的告白就是证据。他
强烈地向神求怜恤。怜恤是从公义的惩罚中得拯救。被敌人围攻的
大卫并没有犯下特定的罪行，但他跟每个人都一样，是个罪人。身
为罪人，我们都配得死亡和惩罚。因此，求怜恤往往是祷告最好、
也是唯一的方式。大卫明白神无需垂听他的祷告，大卫无权求帮
助。在神的眼里，大卫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神之所以垂听并应允
他的祷告，乃是因着神的怜恤。
第二节描述了大卫敌人对他的奚落。大卫称他们为“上流人”。神
子民的敌人都是真实的人。他们希望使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要怎
么办到呢？尊荣即指荣耀。大卫的尊荣来自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
以及神赐予他的工作。要把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他的敌人必须诋
毁他的工作、攻击他的个性、阻碍他的事工，叫他屡做屡败。大卫
说：他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他形容他的敌人爱慕虚空。他
们试图诋毁他，但却无法得逞，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大卫的敌人会
不断寻求谎言或虚假，来破坏大卫，但大卫的神能够轻易战胜他
们。大卫知道，神会适时保护和维护他，因为他的神垂听他的呼
求。
2.因为神分别归己
2.因为神分别归己～v3-4～大卫的自我反省，包含了对神与祂子民
关系的属灵视角。在这篇诗篇中，大卫首次使用神的约名“耶和
华”，并在第三节中用了两次。神给予大卫向祂祷告的权力。大卫
向他的敌人强调，他们必须知道，耶和华已经将祂敬虔的子民分别
归祂自己。
--- 待续（夹页 A） ---

诗篇四篇 ～ 安然居住

他的敌人会继续说：没有人能指示神的子民什么好处。坏事似乎不断
发生在大卫身上，他却信靠耶和华，因祂满有主权，并会赐大卫最好
的福分。对许多人而言，“好处”指安逸宁静的生活，没有痛苦，没
有压力。这是有健康和财富的生活。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他人和神
善待自己，就等于有了健康和财富。这样的观点不属圣经的教导。
圣经如此诠释“好处”：信徒有神的同在，并行神圣洁的旨意。倘若神旨意
要基督徒生活在洞穴中，被狮子吃掉，那么这就是基督徒的“好处”……为
主受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信徒不能向神寻求帮助和鼓励。大卫求神仰起
脸来光照，好叫他能看见和明白遭遇试炼的目地和意义。这使大卫能够学习
到神要他学习的宝贵功课。大卫的心灵充满快乐。这种喜乐胜过丰收五谷新
酒的人。只有在逆境时信靠神，才能获得这份喜乐，而别无他法！就像保
罗，即便被囚在监狱，也能在主里喜乐。

总结～v8～能够安然睡觉就是信靠神的果实。大卫可以微笑面对风浪，安静
地躺下，闭起疲惫的眼睛。他知道耶和华在他睡觉时必定会保护他。甚至当
我们感到不安全时，这份安全感仍是我们的确据！耶和华叫大卫处在安全的
境地。我们都渴望有安全，但安全唯独在神里面！每个神的儿女都能把这诗
篇据为己有。信徒应无所畏惧，凡事相信，因神掌控一切。祂即不睡觉也不
打盹，时刻看顾关心属祂的人。你是否也是神的儿女？若你是，那诗篇四篇
就是属于你的。
摘自 2010 年英语崇拜周刊（
年英语崇拜周刊（郭全佑牧师）
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