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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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读者，

我们的 国民权 或 兴趣焦点 腓立比书 ：

1.
“
” “
”(
3 20)
使徒保罗使用“国民权”的这个字眼也可表示 “焦点”或 “兴趣” 所
在。在刚于 2013 年 6 月 22 日 结束的“班丹加略堂家庭圣经营”中，
我们形容我们的 “兴趣焦点”在于 “神的国度”。因此，腓立比书 3：
20 亦可译为： “我们的兴趣焦点是天上，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
稣基督。”

从 6 月 17 日星期一至 6 月 22 日星期六，一连 6 天 5 夜，我们聚集
一堂查考腓立比书 (加上郭牧师对犹大书的阐释)，以及其他各类活
动，比如： “班丹杯”的圣经知识问答赛、各个海外宣教站的报告，
皆强调我们的查经重点，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并将焦点放在
天上
。总而言之，这是个蒙福的灵命盛会。

一些相关的资料

2.
我们感谢加略堂一组能干的自愿工作者以及一些教会以外的支持者
的帮忙，使得我们能举办以家庭单位分组并团契的如此大型集会。

根据营长蔡汉荣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列出以下的统计数字：
a) 营会人数 = 789 (662 位成人、103 位儿童、24 个婴孩)
b) 旅店房间 = 331 (43 个单人房、242 个双人房、46 个三人房)
c) 旅客专车 = 9 辆 (载客量 44 )
d) 讨论小组 = 32
e) 营会委员会人数 = 44
f) 意外事件 = 无 (小伤除外)
额外资料：
选定布城万豪旅店的过程并不容易。在备受考虑的 9 间旅店之中，
委员会亲自费时费力地从新加坡远访其中的 4 间。从几个 “适宜考
虑”中详细查询，再经过仔细评估之后，才作出选择。我衷心 “感
激” 营长与委员会，妥善地为我们组织了这个有史以来 大的圣经
营。感谢神
于万福之 – 神。

！颂赞归

源

最

感想”
路途遥远，而且是一连 6 天的大型营会竟然没有 “意外事件”。这的
确要称谢我们全能的神！经上不是提到即使是一只麻雀 “… 若是你
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神对祂子女的眷顾
是如此美妙。4. 悉尼许金贤长老的讯息
吴苏茜姐妹 (Mrs. Susie Goh) 在 5 月 29 日开始化学治疗。化疗的副
作用很严重。她的肾脏被挤压导致她不能好好的睡眠与进食。第二
次化疗只好延期，直到肾脏的状态好转。
祈求她能够恢复健康，以便尽快作第二次的化疗。也祈求喜乐和平
安与她的家人同在。
苏茜是个很有信念的妇女。即使在重大的试验期间，她仍然有极大
的平安并且为医务人员、病患者，更重要的是家人作美好见证。
请在祷告中继续记念她。悉尼笃信圣经长老会向你们致意问安。
3.“

内许金贤长老

–主

谨记住班丹营会的主题歌：
谨记住班丹营会的主题歌：让我为主燃尽
啊！世界迷失罪中，却没人真正介意！
许多人宣称祢的名，却没人承受负担。
主啊！求祢赐我爱心，带给祢失丧的人，
激起我们心，直全听见加略山上之耶稣。

属灵操练（6 月份）

5.
主

副歌
主啊，让我为祢燃尽，为祢燃烧耗尽。
我主，不要任我荒废在祢手中无用处。
救主，用我及我所有，吸引我亲近于祢
让我亲体会主的肺腑心肠，哦让我为祢燃尽。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每天灵修读经，
每天灵修读经，带来提醒、
带来提醒、安慰、
安慰、鼓励和鞭策。
鼓励和鞭策。
透过圣经与神面对面交流。
透过圣经与神面对面交流。

灵命激励

金句背诵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 4:7）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他显现的人。
（提摩太后书 4:8）

以赛亚书第
以赛亚书第 11 章到第 12 章
箴言第 1 章到第 2 章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理解争端

箴言 3：29 - 35

引

言

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使人脾气暴躁。公路暴力以及邻居争斗在新
加坡已成了司空见惯之事。在家里、学校甚至教会也会有激烈的争
执。但是，身为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我们的行事为人比起世俗标
准应该要高上几层。
我们今天的主旨是要处理这个火爆性的问题。有关 “争端”的问题。
I. 争端的起源 – 箴言 13：10， “骄傲只启争竞；
骄傲只启争竞；听劝言的，
听劝言的，却有智
慧。”
a)
“
”
”
“

b)

［反义对句法］
一个充满骄傲的邪恶之心就是 争端的起源。狂妄、自以为是
都是骄傲的表现。摒弃傲气就没有争竞。 争竞 的字意源自
糟蹋或破坏 。好启争竞者故意找麻烦。他认为他不可能是
错的。不惜任何代价务必把对方打垮。
“听劝言的” 就是接受意见。他们理解神的话语。他们肯听取
劝言而且受教。神称他们有 “智慧”。听劝言的不仅有智慧，
他们是智慧的化身。

II. 处理争端 –
a)
– 箴言 17：14， “分争的起头如水放开，
分争的起头如水放开，
所以，
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在开始之前当止息
［反义对句法］ 在旧约
时代，水都是贮藏在瓷缸里。如果缸有裂缝，水就慢慢地流
出。这个裂缝若不修补，整个水缸最终会绷裂，水完全流掉
而浪费了。旧约时代，水是生命的泉源，所以非常珍贵。争
闹 (争吵喧嚷) 开始时就如有人让水缸里的水诵溢而出。 唯一
能让争闹停止就是 “止息争竞” 。 “止息” 表示 “弃之不顾或者
让它中断” 。“在争闹之先”，就是 “在它冲向前之前”。意思
是争闹一旦开始，必定无尽无休以致于无法停息。所以，在
未开始之前就要阻止它。缸的裂缝还小，不要化大！应当即
时堵住。
--- 待续（第 9 页） ---

理解争端

箴言 3：29 - 35

--- 接续（第4页）
b)

c)

d)

学习解决
［综合性对句法］ 倘若一场讨论陷入 僵局，就
以掣签来解决。一旦事情解决，双方各自解散。掣签是神为
帮助以色列解决事情而设立的。就是说旧约时代的掣签是神
的决定。换句话说，让神作决定。 “强胜的人”指的是有权
有势的人。他们一旦争斗起来或许会伤害许多人。务要解决
免得迏到一发不可收的地步。
实行分别为圣 – 箴言 22：10、 “赶出亵慢人，
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
除；分争和羞辱也必止息。
分争和羞辱也必止息。［综合性对句法］ - 解决争端的
最好方法就是赶走好启争端的人。圣经称他们为 “亵慢
人”。 “亵慢人”是指 “瞧不起人的人”，就是说话傲慢的。
“赶出亵慢人”的意思就是把他赶走。倘若他不愿意，就非要
将他推出门外不可。争端便随他而去。纷争 (法律诉讼)和羞
辱 (耻辱)必定即刻止息 ( “止息” 与 “安息”同义)。不要与亵
慢人为友。他们会毁坏你的一生。他们会为你带来耻辱。他
们会将你控上法庭！无论如何都要避开他们，让他们永远消
失。千万要当心这一类的亵慢人。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争端 – 箴言 21：19， “宁可住在旷野，
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反义对句法］ - 旷野不仅是
个荒凉的地方也是个危险的地方。到处都是蝎子、蛇以及各
种可以残杀人命的野兽。然而圣经却说宁可住在这样的环境
也不愿意和争吵 (爱吵架) 使气的妇人同住。为什么提到妇
人而不是男人？因为好争吵是女人常见的罪行，就如奸淫之
罪普遍上是男人所犯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男人不会犯上
争吵使气的罪，同样的，女人也会犯奸淫。夫妻之间应该小
心谨慎地避免争吵。妻子应该抑制争吵的倾向。她应该祈求
一颗安静的心，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彼得前书 3：4)
--- 待续（夹页 A） ---

– 箴言 18：18， “掣签能止息争竞，
掣签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
胜的人。
胜的人。”
-

理解争端

箴言3：29 - 35

接续（第 9 页）
e)
好争竞的人之成果 – 箴言 26：21， “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
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就
如余火加炭，
如余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火上加柴一样。” ［象征性对句法］- “余火加炭”
表示一块火热的炭会弄烧其他接触的炭，而 “火上加柴”指的是
新的木材碰到燃烧着的木也会烧起来。当一个文静的人接触到
好争竞 (爱吵架) 的人，后者就会煽惑争端，即挑启争论。这种
人比比皆是。远离他们，不要和他们来往，你就平安无事。
f)
无法隐瞒 – 箴言 27：15 – 16，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
妇人一样；
妇人一样；［象征性对句法］ 16 想拦阻他的，
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
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也是右手抓油。” ［象征性对句法］- 大雨之日指雨连续不停下
了一整天。争吵的妇人就像连连滴漏的大雨。这是 “旧人”的特
性。这种人难以被拦阻。就好像企图拦阻风一样，都是无法办
到的事。好争吵的妇人唠叨不绝。无人能让她闭嘴。一个 “右
手抓油”的人，右手满是油膏的香味，他不可能假装没有拿什
么。他右手的香气是掩盖不住的。这两种比喻所指的事实就是
争吵的妇人是无法拦阻的。一个基督徒妇女是不应该争吵的。
圣灵在她的心中运行，能够帮助她控制她的言语。要少开口，
更不可唠叨。
III. 争端的结果 –
a)
– 箴言 23：29 – 35 ，” 谁有祸患？
谁有祸患？谁有忧愁？
谁有忧愁？谁有争
斗？谁有哀叹（
谁有哀叹（或作：
或作：怨言）？
怨言）？谁无故受伤
）？谁无故受伤？
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
谁眼目红赤？
就是那流连饮酒、
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酒发红，
酒发红，在杯中闪
烁，你不可观看，
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
虽然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你如蛇，
终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
蛇。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或作：
或作：淫妇）；
淫妇）；你心必发出乖谬的
）；你心必发出乖谬的
话。 你必像躺在海中，
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
或像卧在桅杆上。 你必说：
你必说：人打我，
人打我，
我却未受伤；
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
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
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
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
酒。” –
(
)
(
)
(
)

一生被毁

喝酒给酒鬼 带来的一连串罪孽是很可怕的。从祸患 哀
恸 开始，接着是忧愁 深深的悲哀 ，然后就有争斗 吵架 。
--- 待续（夹页 B） ---

夹页 A

理解争端

箴言3：29 - 35

接续（夹页 A）
当问题越来越恶化，他身边的人得承担他愚蠢行为之害。酒喝
得越多，他的生活就越失去控制。随着醉酒而来的往往就是奸
淫之罪。他无视于自己的罪孽深重。他的愚蠢行为有目共睹，
而他身陷惨境却不自觉。他对一切麻木不仁，一心只想去喝
酒。
b)
从话语到鞭打 – 箴言 18：6、 “愚昧人张嘴启争端，
启争端，开口招鞭
打。” ［综合性对句法］ - 愚昧人所说的话能挑启争端。他以
话破坏生活。如果他的争端之言不停止就会导致动武。一切始
于煽动怒气的言语，气言导致相互推搡，接着就挥拳大打出
手！这类事件的报导在报章或者网上不胜枚举。信徒出言务要
谨慎以免祸从口出。
c)
从朋友变敌人 – 箴言 18：19 “弟兄结怨，
结怨，劝他和好，
劝他和好，比取坚固
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
样的争竞如同坚寨的门闩。” ［综合性对句法］ 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生活在一起。一
旦闹事，一方得罪了另一方使得彼此结怨。圣经说占取坚固之
城还容易过劝和结怨的兄弟。他们的争竞 (争斗) 有如坚寨 (宫
殿或堡垒)的门闩 。若要任何一方先道歉简直难如登天！
应用
挑启争端不应该是信徒的标记。一个不好争竞的信徒应该远离那些好
争竞的人否则也沾上他的争闹性。若要成为一个不挑启争端的人就要
服从我们救主耶基督的登山宝训。耶稣教导我们，真正基督徒应该宽
容饶恕。
马太福音 5：38 – 42, “你们听见有话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39
只是我告诉你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
他打；
他打； 40 有人想要告你，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
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41 有人强
逼你走一里路，
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你就同他走二里； 42 有求你的，
有求你的，就给他；
就给他；有向你借贷
的，不可推辞。
不可推辞。”

夹页 B

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