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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特尼特教授
2.哈特尼特教授 “向中国学生传扬福音”
向中国学生传扬福音”
我和两位（后来三位）中国大陆学生的查经班继续进行。他们在学
习也在成长。我们或许要每个星期五在大学内定下三小时的查经课
程。昨天，他们的一位朋友在查经班结束之前来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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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他也对此感到兴趣并问了许多问题，我花了 30 分钟向他解释创造
的信息。他感到惊奇不已。他也是个思考者因为他问， “那些从
未听过福音的人将会如何？”我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 10 章，以
第 13 至第 18 节作为答案念给他听。他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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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为…真道竭力地争辩”是每个信徒要承担的责任，即捍卫 “从
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福音真理。 （犹大书 3） 这种精神激励我们
和热衷于振救灵魂的站在同一阵线。当我听到约翰哈特尼特博士
(Dr John Hartnett) （天体物理学教授，将于 11 月随同 CMI 讲员
出席新加坡会议） 也是 “单用钦定本、属于基要主义、
、加尔文主
义和福音派。”时，就邀请他于 12 月 1 日主日在夕阳崇拜中证道
（他欣然接受）。
哈特尼特教授在一次电话交谈中， 与我分享他在阿德莱德
(Adelaide) 的南澳大学的中国学生福音事工和憧憬。不久前他传
来电邮。他传扬福音的干劲令我激动，因此我将他部分的信件与读
者分享。

因此我将你的书 （华文本） 送给他作为功课，他说下个星期会来
查经班。我不晓得结果是如何，不过只要他们继续寻求神，我会继
续喂养他们。请为他们祷告。
约翰哈特尼特
3.CMI
3.CMI 推进中国
自从 CMI 的卡尔威兰博士 (Dr Carl Wieland) 于今年年初在香
港开了一个讲座之后，当地就成立一个小组协助寻找和联系专业的
翻译员、校对和印刷以便将 CMI 资料翻译并印刷成中文。
第一本出版的翻译作品是受人欢迎的小册子 “ 石头和骨头”，内
有繁体字的福音信息 （包装内有 CMI 香港讲座 “现场”翻译的粤
语 DVD）。筹备中的是 CMI 创造论解答手册，其中的 10 章将先分
别印成福音手册。
如此，就来得及在 CMI 12 月香港讲座 （由生物学家唐巴顿和约
翰哈特尼特教授主讲）中采用，接着是中国大陆的讲座。CMI 期
望能够出版更多的中文创造论资料。

其他的事工和宣教社团也表示有兴趣在中国大批分发这些资料。他
们从经验中知道所灌输的进化论对人们造成了莫大的障碍。

4.我们的仇敌首先诱骗了夏娃
4.我们的仇敌首先诱骗了夏娃
所以现代人很轻易地落入撒旦圈套，相信达尔文的微妙谎言。魔鬼
狡猾地诱惑年轻人吞下撒旦的诱饵，相信进化论是事实、真理。这
个世代相传的谎言，直到 150 年后的今天，聪明的男男女女仍然相
信。

CMI 讲员坚定不移地与进化论的微妙毒害抗战。请为这些英勇、持
守真道的基督徒祷告。

5.
福音推进
福音推进加里曼丹岛
加里曼丹岛 (Kalimantan) 的华人
读了赵必伟执事在加里曼丹岛 （印尼婆罗洲）的福音工作，我感
到兴奋。以下是他最近到访坤甸 （Pontianak) 的部分报告。

属灵操练（5 月份）
灵命激励

教会各
教会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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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句背诵

（彼得前书 1:13）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假日圣经
假日圣经班
1）罕奴拉本麦 （Hanura Permai） - 两天。
大约 120 个孩童。课题：约拿的故事。
2）暹丹（Siantan） – 一天。 大约 100 个孩童。
在以上的两个地点，福音的传达非常见效。当他们的老师在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彼得前书 1:14）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

课
时，他们的孩童能够领唱福音短歌。
3）少年团契 － 65 位少年出席第一周年纪念。
赵执事传讲福音信息。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短宣。感谢神让福音在加里曼丹岛
的华人群中传扬出去。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读经运动

新约圣经： 彼得前书第
彼得前书第 4 章到第 8 章

诗篇七篇“按我的公义判断我”（二之二）

接续（第 9 页）

夹页 A

诗篇七篇“按我的公义判断我”（二之二）

接续（第夹页 A）

夹页 A
神命令祂的火箭射穿恶人的心。他们必将死亡。

悔改是脱罪的唯一途径。大卫的敌人可以为着他们的行为，向大
卫道歉，并停止犯罪。然而，向神弥补过错却是另一回事。罪人
永远无法为所犯的罪进行赔偿。因此，罪人要为所犯的罪悔改，
唯一的途径就是相信耶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罪人而死。祂
是神唯一的独生子。罪人要避免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唯一的
途径就是为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除此以外，别无他
法，可以避开耶和华命令射向逼迫神仆的恶人的火箭。

五、v14-16～公正审判的领受者
若罪人拒绝悔改，圣洁而公义的耶和华只能惩罚并定他们的罪。
“劬劳”就如分娩时的痛苦。恶人带着罪的痛苦，却拒绝除掉它
们，拒绝回转。如同妇女怀孕一般，他们怀的是毒害，所剩的是
虚假。整个过程就是刻意犯罪。从怀孕到分娩的序列是合逻辑的
。这过程是具破坏性，又极其痛苦的，但罪人却宁愿沉溺于罪，
而不愿悔改。为何虚假即为罪呢？原因是，罪人被欺哄犯罪，他
们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沉溺于罪或许会带来片刻的享受，
但结局是死亡而不是生命。这个世界和撒旦迷惑他们相信罪是好
的，对抗神和神的仆人（如大卫）对他们是有益的。然而，随罪
而来的是痛苦和悲哀，最终是死亡和地狱！

…待续（第夹页B）

夹页 B
微不足道的人，怎么可以相信自己能够对抗神呢？他挖掘陷阱诱
捕猎物，不料，却掉入了自掘的深坑。他的毒害必临到自己的头
上，他的强暴必使他自食其果。后果是肯定的，凡对抗神和神仆
的，下场就是自我毁灭。啄木鸟啄掉直布罗陀岩山，比人类欲战
胜神，来得更有希望呢！他们杀戮毁灭，对象就是自己。当恶人
因基督徒的信心和义举而逼迫基督徒时，他们总有一天将面对神
的愤怒。公正的判官是不会过度严惩或轻判恶人的。众人都要领
受祂公正的报偿，无一幸免。神要赏赐并迎接义人进入天国。恶
人要被定罪入地狱，那里满是痛苦切齿，无望逃脱。当我们还有
气息时，就是悔改的时机。

总结
这诗篇的结尾令人感到安慰。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祂，
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必按照祂完全圣洁的话语，行正确、公义的事
。大卫要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因为唯独祂配得歌颂。称谢歌
颂耶和华必须是从心而发的。大卫体验了神的救赎，在大难中得
到了确据。敌人要他死，而他却能坦然面对，是因为他行的是神
的旨意。大卫求耶和华帮助，而耶和华拯救了他。他献给耶和华
的称谢歌颂是真实的，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基督徒必须忠心服事
耶和华。撒旦会拦阻，恶人会逼迫，甚至摧毁神的事工和基督徒
。所以，神的儿女必须祷告，心里才会充满平安和信心。他们将
在生命中经历神的恩典和良善。他们当天天赞美耶和华。当基督
徒在主日聚集时，就是要将颂赞归于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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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信心

箴言 3：21 - 26
引言

信心是一种珍贵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生存，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缺乏力量和动力。他感到
害怕，无论作什么都没有把握。倘若一个人对电脑方面的知识
缺乏信心，而他的工作是修理电脑，那么他修理好的电脑可能
不能操作或者操作不太理想。倘若一个缺乏信心的外科医生需
要为病人切除头上的肿瘤，那么病人很可能会死亡。无论在家
中、职场上或者在教会，信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理解信心

箴言 3：21 - 26

--- 接续（第4页）
I. 愚妄的信心 – 首先，永恒与短暂的信心是不可能共存的。
一个有暂时性信心的人，他就没有永恒性的信心，反之亦
然。若要拥有永恒性的信心，那么就要摒弃对世俗的依靠。
a. 对邪恶视而不见 – 箴言 14：
：16 “智慧人惧怕
智慧人惧怕，
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
愚妄人却狂傲自恃。
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
。” (反义对句法) – 一个以世俗为信靠
的人之标记：
•

一个依靠世俗之事的人看不见邪恶
一个依靠世俗之事的人看不见邪恶 – 他不惧怕神也不
远离恶事。他沉浸于邪恶之中。
相反的，智慧人的言行举止与心意都显示他惧怕神，
他不会行恶而得罪祂。他远离恶事，就是回避邪恶。
根本不要靠近它。他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并且尽量避
开它。

•

他狂傲 – 当他行恶被指责，他傲慢地举起拳头。他不
惧怕神与祂的律法。

•

他自恃 – 他不肯停止犯罪转向神。他的自信蒙蔽了
他，难辨是非，继续认为邪恶是正当的，罪孽是美好
的。他充满自信并继续活在罪中不肯停止犯罪和悔
改。

既然信心对每一个人是至关重要，那么信心的来源更是重要。
要是这个来源消失了或是被摧毁，那么他的信心也就破灭了。
如果他的信心来自他的财富，一旦失去财富，他必感到人生已
毫无意义。有些甚至为此自杀。倘若信心基础是永恒的，那么
无论在生活上发生任何事，他仍然能信心十足地活下去，因为
他所倚靠的并不会被世上起伏不定的俗事或者灾祸所影响。

我们要往哪里寻找这永恒的基础来安置我们的信心呢？圣经给
予我们答案。

--- 待续（第 9 页） ---

-- 下主日待续 --

主内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