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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
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提摩太前书 1：12 -14)
我们在主内服事 的可以向使徒保罗学习，他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读读他
在哥林多后书 11：24 - 28 所记载的经历。读了并领会保罗在主里服事所遭
受的痛苦： “受鞭打、下监牢、被棍打、被石头打、遇到船坏、劳碌、困
苦、饥饿、露体。”
思考他在遭受了以上所列的苦难之后所说的话语：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
弱…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哥林多后书 12：9 - 10)
当我们想到使徒如何心甘情愿地为主承受所有苦难，我敢说没有任何人可以
有所抱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与使徒 “一连患的灾难” 相比简直微不足
道。因此，但愿我们所有在主里服事的，都能颂赞称谢祂！就如使徒保罗所
说的： “凡事谢恩…”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亲爱的读者，
1.
班丹长执会最好的退休会：一切颂赞称谢归于神
班丹长执会最佳的退休会 (在新山士乃的 Le Grandeur 旅馆举行)，于 201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结束。我们完成所有预定的讨论事项，一切称谢归于
我们的主。 我的总结信息是“在危险的日子服事主”，经文是： “原来基
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
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哥林多后书 5：14 - 15)
我们的主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舍己为我们取得了何等重大的救恩，使徒保罗
为此恳求我们要有感恩之心。除了藉着教会各个事工的事奉之外，我们永远
也报答不了如此奇妙的爱。
我们有好几个团契以及许多宣教团。这些都有赖于我们的常常帮助、指导与
祷告。我们的主不是说过，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
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马太福音 9：37 - 38)
让我们向那曾经是福音的敌人使徒保罗学习。逼迫了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仍
不甘心，他继续追赶他们直到遥远的地方，甚至去到大马色。但是，因神的
怜悯，在往大马色的途中加以干预，改变了保罗，使他成为最忠心杰出的福
音仆人。长执会的成员和那些希望偿还他们福音的债的，可以学习使徒保罗
的榜样。阅读他的见证并领受他的激励与挑战： “我感谢 … 我们主基督耶

2.
英国的新任大主教
在新任罗马大主教上任之际，英国也宣布了新任的大主教韋尔比 (Justine
Welby)。他所面对的问题需要智慧与十足勇气来处理。目前，英国面临许多
由根深蒂固的道德与宗教信念所产生而无法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根据海峡
时报的一篇报导：
“有一些性罪犯组织专门向白种女孩下手而警察却避而不视，罪恶的恋童癖
者在社会名流的掩饰下行动。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喜剧明星吉米·萨维尔
(Jimmy Savile) 几世纪来奸污和虐待儿童，直到他去世为止。即使如此，英
国广播公司 (BBC)禁止播放一个揭露他丑闻的记录片。”
由于长久以来一直需要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英国教会对于这些事毫不关
注 ，但是它大可不必如此。目前英国有许多多元文化的城市，而且英国
也日益世俗化，所以人们很容易忘记基督教仍然是英国的官方宗教，而女
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总督，基督徒仍然多过非教徒。 (摘自 2013 年 3 月
23 日的海峡时报)

韋比尔大主教将要如何处理这些困扰着英国、根深蒂固的属灵与社会问题
是令人期待的，以他 “ 始于福音派而倾向罗马合一运动” 的态度，观
察英国病态灵命的进展将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3.
背诵经文的 ABC 课程
这个课程的反应良好，一切颂赞归于神。第一位来背经文的是一个 10 岁
的小男生。接着令我惊喜的竟是一些年长者，动用他们的 “记忆力”，
成绩特佳。
最令人鼓舞的是会员们开始积极背诵神的话语。我再次引用麦凯 (W B
Mackie) 的诗歌 “万书之书” (The Book of Books) 第一节：
“万书之书”
神的话语像锤子
能将岩石劈成半
如灯领我们脚步
似光在狂风巨浪中
像一把双刃的剑
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
是啊，这就是万书之书
书名就是圣经！
亲爱的读者，你是否在背诵神的话语？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四月份）
灵命激励
每天灵修读经，带来提醒、安慰、鼓励和鞭策。
透过圣经与神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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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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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运动
新约圣经： 马可福音第 6 章到第 10 章

诗篇五篇 ～ 你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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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和相信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相信的，就是我们信任的，反之
亦然。我们在生命中总会相信某个人或某样东西。孩子自一出世就
信靠父母。他们毫无选择，因为如果不信父母，就是死路一条！他
们对父母的信靠是完全而绝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信靠
自己或其他人。我们大多数人从未停止信靠。一旦停止，我们就会
感到害怕和沮丧。我们可能开始多疑，以为人人都想骗我们，或想
搞垮我们的生意、消灭我们或甚至杀了我们。我们信靠的是这世上
的东西。当这信任被背叛时，我们可能被欺骗或失去一些财物。至
于今生之后的来世，我们信靠什么将带来永恒的后果。

敌人正逼迫大卫，耶和华又怎能不垂听大卫的呼求呢？大卫称他的
敌人为“狂傲人”，没有能力站在神的眼前。耶和华要把所有邪恶
从祂面前驱逐；至于作恶的恶人，神也要如此待他们！神恨恶所有
作孽的人！神也恨恶罪和罪人！然而，那些受欢迎的神学家却小觑
了这个真理。这里说的不是曾经犯罪、愿意悔改的罪人，而是以作
恶为生的人！神恨恶那些好作恶，并对公义、圣洁之物讥讽嘲笑的
人。他们喜好黑暗和罪、嘲笑地狱和神，因为他们不畏惧神！因此
，大卫称他们为“狂傲人”。神要灭绝说谎者、杀人犯和行诡诈的
。神必定惩罚。他们将无法逃脱神必然降临的愤怒。

你相信谁呢？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答案是：借着基督相信神。这是
正确的答案。然而，神不仅要我们给予正确答案，更要求我们有信
靠的生命，而不是说说而已。从诗篇 5，我们看到，在逆境中应有的
三个回应，可以衡量一个人对神的信靠。
1.我们的呼求～5:1-6
你向谁寻求帮助呢？大卫向神求助。他祈求他的耶和华（立约之
名）垂听他的祷告（v1 的同义平行句和对神的呼唤“耶和华啊”
，显示了他求助的紧迫性）。大卫在第二节更大声呼求。这次，
他刻意称耶和华为他的王和他的神。“王”的使用，强调了大卫
是行耶和华圣旨的臣民。大卫只属于神的国。他要行神的旨意，
做王的臣民。“神”则指神的大能是绝对的；祂完全有能力提供
帮助。大卫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向神呼求。耽延不是他的选择。
他借着与神的立约关系（称神为耶和华），向神祈求。他会耐心
等候仰望耶和华的回应（v3）。

2.我们的敬拜– 5:7-9 –大卫和他的敌人在这里有很鲜明的对照
。身为神的子民，大卫因着神的怜悯，可以与神同在，体验与神
亲密的团契。大卫在神面前谨慎小心，以免自以为是或狂傲自大
。他承认，他得以进入神的殿，乃是因为神的怜悯，不仅仅是神
的怜悯，而是丰盛的怜悯！“怜悯”在圣经中指“神抑制了我们
应得的惩罚”。大卫意识到，在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义人，连他
也不是。他承认，自己乃是因着神赐他的丰盛怜悯，而没有被神
毁灭。大卫抱着感恩、敬畏的心敬拜神。敬拜既是服事，服事既
是敬拜。大卫的意思是：他渴望服事耶和华，在凡事上都取悦祂
。若服事耶和华也包括为信仰受逼迫——即他在写这诗篇时所承
受的磨难——他也欣然接受。大卫告诉神，他要顺服神在他生命
里圣洁而完全的旨意。“圣殿”在这里指帐幕，或更确切地指至
圣所，也就是耶和华的所在。当时，圣殿还未建成。虽然我们不
清楚诗篇的写作年份，但建造圣所的所罗门当时很可能还未出世
。

大卫以否定式的句型“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凸显了神的圣洁
。耶和华绝不允许恶人与祂同居。神和恶人是不能共存的（v4）
。神必然会立即除掉邪恶。祂的圣洁要驱赶所有恶人！

大卫要如何行神的旨意呢？第 8 节扼要地阐明了这点。大卫求耶
和华“引领”他，因他需要耶和华指引方向。这好似一个孩子求
他父亲拉着他的小手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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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对敌人的嘲笑奚落，大卫也不愿做违背神旨意的事。他要做正
确的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取悦耶和华的唯一方法。请注意大卫在这里
再次使用了“耶和华啊”。他求同他立约的耶和华依着祂的公义——
而不是大卫的公义——引领他。我们很轻易就会反击敌人，并要求他
们给予合理的赔偿。然而，属神的基督徒应避免这样的邪恶和罪。神
的儿女在行为举止上，不应效法他的敌人，即使他有能力和权力这么
做。他的生命必须彰显神的恩典和特质，尤其在面对大逼迫之际。不
可自甘堕落，同敌人在污泥中搏斗。大卫无法控制敌人的言语行为，
但他知道他能够自我克制。他求耶和华赐力量，引领他走荣耀神的
道；他求耶和华让他清楚知道，何处才是神公义的道，因为他只愿走
此道。

3.我们的喜乐– 5:10-12 –大卫和所有信徒因为拥有神的话语，而最
了解何为正义。大卫向神求义，因此使用“神啊”：“神啊，用他
们自己的言语定他们的罪，惩罚他们！”他们口中所出既是罪证。
让他们的邪恶自食其果，让他们跌入自掘的坑。大卫要求神给予他
们公平的报应。“把他们逐出”即摧毁他们（大卫提出了更多理由
）。这里使用了同义平行句，第二句在第一句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
想法（即：大卫要求公正的原因）。虽然他们是大卫的敌人，但他
们背叛的是神，而非大卫。真理是：那些破坏神仆的恶人，实际上
是与神对抗！因此，大卫的神学认知是正确的。

边

第 9 节叙述了大卫敌人的标记。首先，大卫说他们不诚实，即：他们
无意遵守承诺。他们的言语皆为狡诈。他们说谎以期达到目地。只要
能得偿所愿，他们就口出谎言。他们的动机是腐败的。大卫用“心里
满有邪恶”来形容他们。他们唯一渴望的，就是摧毁他人。在此诗篇
中，他们只求大卫、他所行的一切和他的主张皆被毁灭。人以喉咙发
声，而大卫形容敌人的喉咙犹如敞开的坟墓，既烂又臭，非常形象化
地形容了敌人的言语、心里和内心深处。他们喜好奉承谄媚、甜言蜜
语，这都是迷惑愚人的最佳法门。助长罪人的自尊是最有效的。许多
强人都被阿谀谄媚所迷惑。大卫却能识破他们的诡计；他求耶和华带
领他战胜这些恶人的诱惑。他们的甜言蜜语使他们显得友善，但大卫
知道他们的心是邪恶的，他们的言语充满谎言和诡诈。

大卫呼吁所有继续信靠耶和华的人，不论处于何种外在环境，都要
时常欢呼喜乐！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包括恶人的恶言恶行——能
够损坏或影响他们与神的关系和团契。信徒知道神是真实的，也知
道神喜悦自己，这是何等的福气。耶和华庇护属祂的人，因此信徒
要时常欢呼。所有爱神的名的人都要靠神欢欣。信徒喜乐的根据就
是神。他是神的朋友！不论世人如何对待义人，耶和华必将赐福予
他。为基督受苦就是蒙基督赐福！他要继续称义，面对罪人的恶行
时不可犯罪。罪人在信主之际，神将他们定位为义。自此，神就把
所有蒙恩得救的罪人，看作犹如永恒称义的人。其后，所有信徒在
实践上要继续称义，即每日靠着神的帮助追求洁净。圣经所说的要
圣洁，乃是此意。当我们犯罪时，就当悔改。总有一天，我们称义
的定位和实践将会同一，而那天既是荣耀之日。神要荫蔽和保护祂
所有的儿女。没有神的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在他们任何一个人
的身上。
不论顺时或逆境，我们都要信靠神，这是每个信徒的使命。神要当
每个信徒的盾牌，叫他们永享安稳。阿们。
摘自 2010 年英语崇拜周刊（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