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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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挑战 “创世论”
创世论” 奖金一万美金

一位相信圣经字面解释是真实的加利福尼亚人出赏一万美金给任何一位能够
在法官面前成功推翻创世记真实性的人。
为了要辩论人类存在的起源，约瑟·马斯特罗保罗 ( Joseph Mastropaolo)
决定采取轻松的方式，希望藉这辩驳促进将来两方的讨论。
“之后，进化论者可以阅读辩驳记录以便今后要与我们争辩时能加强他们的
论证，我们也是一样，” 马斯特罗保罗告诉卫报 (The Guardian) 。 “我
们可以阅读记录，不需要再重复同样的辩驳又得不出任何结论。”
马斯特罗保罗的计划是拿出一万美金存放在一个代管帐户。他的辩方也要如
此。然后从合适的候选人当中选出彼此同意的评判。在审讯过程中所呈上的
证据必须是 “科学化、客观、合理、可靠与经过校准的。”
马斯特罗保罗拥有人体运动学的博士学位，也为创世论名人堂网站写稿，这
网站正在协助安排这次的小型审讯。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尝试，称为 “生命科
学奖”。马斯特罗保罗拟定了适合巡回法院的法官名单，以监督审讯，他也
列出可能接受挑战参与辩论的进化论人选名单。

创世论名人堂网站将这事项形容为让创造论的怀疑论者 “大放异彩的机
会”。 “你是否愿意参加竞赛以证明圣经是错误的、我们是演变而来的？你
可以赢取两万美金！”
如果他能找到自愿参赛者，这场 “创世记字面解释的审讯”将在加利福尼亚
州圣安娜的法院进行。当然，这场审讯并没有以任何法律为根据，也没有任
何政府机构参与。这只是一场小型审讯，自愿的、非约束性的法院模式以便
作案件调解。不过，法警与法院韦记官将会到场。
经过法官的判决，胜利者将获得一万美金。
“他们 (进化论者) 并非愚妄之士，他们是相当聪明的，但是他们也有自知
之明，晓得他们并没有什么科学证据可以在审讯中呈堂。” 马斯特罗保罗
说。 (文章完毕)
2.

只有 “愚顽人…
愚顽人…说：没有神。
没有神。”

3.

有人如此问我：
有人如此问我： “你本身是否真正相信神？
你本身是否真正相信神？”

这是诗人大卫在诗篇 14：1 所说的。否认神的存在的确是莫大的愚蠢。祂深
不可测 – 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人若否认造物主不仅是愚昧也是最悲惨可怜
的，愚蠢得不可思议。先知以赛亚惊叹不已地宣称， “…泥土岂可对抟弄他
的说：你做什麽呢？…” (以赛亚书 45：9)
置疑神造我们是荒谬、不可想象的看法。先知以赛亚将不信的无神论者比喻
为泥土 (一块毫无生气的 “尘土”) 质问陶工。就好像儿子质问父亲，
“我真的是你亲生的？” 还有比这更愚昧的吗？
然而，目前社会上有许多愚昧的博学之士对造物主所造之物的证据视若无
睹，相信无神 (第一因)，并且选择相信一些愚昧之谈 (大爆炸论)为生命的
起源。难怪诗人大卫将无神论者称为 “愚顽人”，就如诗篇 111：10 贴切地
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亲爱的读者，敬畏祂，以逃避将来的忿怒，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我相信神，我的造物主、救赎主以及我唯一的盼望。我的理由不多也
很简单，但是令人满意而且可靠。首先，我周围的一切，井井有条、美丽怡
人，告诉我是由一个具有超级能力所构思、设计与创造的。看着四季如期盛

开的花朵，形态精美，香气四溢 – 都是造物主的精心杰作 (不是偶然或
“爆炸”形成)。如果万物都不是偶然而是靠计划与设计，那么那位设计师从
何而来？大爆炸？绝对不可能！望一望夜晚的天空，是谁将星星定位，串成
了永不改变的星座？大爆炸？简直愚不可及！
我的主要原因是圣经 – 讲述一切事物的圣书！可以让我们得着智慧 - 得
救的智慧。感谢神在我年幼时，父母亲就开始教导我神的话语，藉此引领我
归向主耶稣基督 (提摩太 3：15)，祂也是我的造物主和救赎主，同时也是
“道路、真理、生命” (约翰福音 14：6)。
阅读神的话语并让圣灵照亮你的心灵。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救恩计划，衪如何
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祂如何取代你，在十字架上承担你的罪，从墓中复活
成为你的救主，这不是靠 “大爆炸” 而是神的计划。
是的，耶稣是造物主、救赎主。接受祂，一切疑惑将随之飞逝。不再相信揑
造的进化论、 “大爆炸”、或者其他一切凭空想象的骗人话语和玄虚之词。
当你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并接受祂为你的救主，衪使你成为新造的人，不再
幻想，真正成为神的孩子！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四月份）

教会各
教会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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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命激励

金句背诵

只是要弃绝
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
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提摩太前书 4:8-9）
操练身体，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益处还少；
惟独敬虔，
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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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书 4:7）

民数记第 9 章至第 12 章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你敬拜的神是圣经里的神吗？

你敬拜的神是圣经里的神吗？
--- 接续（第4页）

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提多书1：16 )

不久前，我为了准备前往尼泊尔作短宣而与一位尼泊尔牧师会
面，他于FEBC毕业后继续畄在新加坡的尼泊尔教会事奉。他与
我分享他对家乡的人的关怀与负担，并鼓励我到那儿传讲神的
真理，因为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他告诉我在尼泊尔几乎所有
的教会对神以及基督教的理解都很差。虽然尼泊尔的基督徒人
数逐渐增加，但是真正因为信靠主而成为信徒却屈指可数。因
为国家贫穷，许多人到教会希望得钱财的资助。教会一般传讲
健康与富贵的福音，传道人保证他们一旦成为基督徒，神必将
财富与健康赐给他们。由于当地医药服务不足又昂贵，许多病
患听到信心治疗者的应许来到教会，希望这些圣者能除去他们
的病痛。甚至有许多收师与传道人将事工当成职业，希望能得
到其他富足国家的赞助。对他们而言，神是减轻世间痛苦的一
个途径，更是个人美好前程的通道。

--- 待续（第 9 页） ---

我们又是如何呢？你所认识的神是如何的呢？一个健康教会
的关键必须是敬拜圣经的真神，而不是他们构想出来，能顺
他们心愿的某类神灵。

世界有太多的教会(不只是在尼泊尔)，单单传讲神的爱，那
是一种肤浅的神爱。他们想像他们的神能够丰丰盛盛地供给
他们今生所求的一切，并高举他为慈爱与平安之神。因此许
多所谓的基督徒来教会的目的就是求福。他们参于事奉往往
另有目的，为着要得到神的更多福分。然而，他们没有发现
我们慈爱的神也是惩罚罪行与谴责不敬虔的行为的神。他们
不明白神的福分有时也必须经受考验与痛苦 能享有， 以
加 我们的信心也 我们与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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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四篇 ～ 安然居住
诗篇四篇 ～ 安然居住

接续（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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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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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因为神赐福
3.因为神赐福

接续（夹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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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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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 待续（夹页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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