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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亲爱的读者，
1.
日子近了

干事：
干事：黄玉莲姐妹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你或许要问，是什么日子？当然是指所有真正基督徒拭目以待的那个日
子。奥巴马总统在 2013 年 1 月 21 日就职宣誓之后所发表的演说，使他成
为首位正式推进同性恋权利的美国总统，公开支持一种违反自然、污秽、
反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是被神所毁灭的两个城市，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居民
当时的生活方式。(创世记 13 、19)
这里引述总统的演说： “直到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姐妹在法律下得到与其
他人同样的待遇，我们的征途才会结束。”奥巴马总统去年就公开支持同
性恋婚姻。
问题：奥巴马总统为何 “要如此作”？答案：因为在政策上是 “正确”
的，并可以 “拉票”。公众倾向于 支持“同性恋权利”。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人支持同性恋文化。只是 “公众舆论与情绪”偏向于 “和平共存”
的态度。很明显的，道德观念与基督教道理已不存在了要知道我们所谈的
是美国，而非 “任一国家”。你或许要问： “为什么美国是与众不同
的？” 答案：在于它的历史。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的历史由来。 “那些忘了历史教训的注
定灭亡…”

回顾美国的 “开国者”，他们从欧洲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建立家园，
为的是能够毫无障碍地敬拜与事奉神。对于这些美国创始者而言，圣经是
“生命泉源”。那是他们的建国根基，而非今日遍及美国的现代主义思
想。让我们看看事情是如何转变的。
2.

美国公共学校教育始于圣经

美国公共学校制度始于 1647 年，圣经是课程的中心。“常春藤盟校”，
如哈佛 (Harvard)、耶鲁 (Yale)、普林斯顿 (Princeton) 和达特茅斯
(Dartmouth)的创办主要是为了培训传教士，好让他们在国内广传福音。
第一所学院哈佛是 “为基督为教会”而创办的，明确地为神的话语之信
念作出承诺。
创始人约翰·哈佛如此说： “让每个学生得到教导并认真考虑他的人生
与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神与耶稣基督，即永生，并以基督为所有知
识与学习的基础…认真祈求基督为他的主。”
在哈佛的大门上刻了这些字： “神带领我们平安地来到新英格兰，让我
们建造家园，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建立了便以敬拜神之处，也成立了民
事政府之后，我们所渴望的、所要照顾的是不断促进学习，使之世代相
传，以免当这一代的传教士尘归入土之后，留存给教会的是文盲事工
。
3.
耶鲁、
耶鲁、哥伦比亚与普林斯顿的相同见证
耶鲁 -

在 1825 年，一个哈佛福音团在国内四处传福音。从 1795 年至
1817 年就任校长的提摩太·德怀特 (Timothy Dwight) 如此勉励 1814 年
的毕业班： “基督是唯一，真实、永活、通往神的道。带着忠诚的信
心，将自己献上于神，必能成就生命中的大事工。”
现在，若有任何著名大学的校长发表这样的言论，很可能造成教育自取灭
亡。的确，时代改变了，美国属灵光景每况愈下，步入世上无宗教信仰之
后尘。
哥伦比亚 - 当国王学院 (目前的哥伦比亚大学)在 1754 年开办时，学
院发出一则广告： “这个学院主要宗旨是要教导并让孩子在耶稣基督里
认识神。”

早期的普林斯顿坚持学院全体教师应该 “认识到宗教阅历
对救恩的必要性。” 第一屈校长约翰·威瑟斯庞 (John Witherspoon)
说： “愿一切违背基督十字架的学习遭受诅咒。愿一切不遵守基督十字
架学习的遭受诅咒。”
普林斯顿 -

4.

属灵操练（2 月份）

美国逐渐 “离弃真道”
离弃真道”

多年来，美国这个强大的国家，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基督徒之国，却已经逐
渐叛教离道，融入世俗主义。
哈佛在神学理论事项上没有限制，也不对学院职员在宗教信仰上有所要
求。耶鲁离道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在一个不可知论与神体一位论的环境中优
越的成绩会受影响。达特茅斯与哥伦比亚在宪章的声明只是一些各宗派
真正基督徒一般上会同意的基督教道理和道德原则。它们没有坚定的信仰
宣言，这就是致命伤了。普林斯顿屈服在校友会的势力下。普林斯顿的
宪章坚持全体教师为基督徒，但是对学生却没有这个要求。结果，校友会
越来越多非教徒 (他们控制了捐款) 能参与管理和教育政策的商议。无可
避免地，普林斯顿就此离道了。
历史显示，
历史显示，一间学校或一个教会一旦对于神的话语之基本教义作出妥
协，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叛教离道的组织归回
圣经的基要教义。
圣经的基要教义。美国学校当初开始的一切，
美国学校当初开始的一切，如今何在？
如今何在？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灵命激励
愿我们一同在至圣的真道上得造就，
愿我们一同在至圣的真道上得造就，
并互相激励，
，盼望能一齐在神的话语上追求扎根！
并互相激励
盼望能一齐在神的话语上追求扎根！

金句背诵
（马太福音 7:13-14）
你们要进窄门。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
引到灭亡，
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
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找着的人也少。

（马太福音 7:21）
凡称呼我“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主啊”
主啊”的人，
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才能进去。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列王记下第
列王记下第 13 章到第 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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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动作，总会产生一个相等的反方向反应。这是在学校时，科学老师
所教导的。这个道理在言辞方面也是一样。我们的回答可以燎起或熄灭火
焰。如果每一句对我们而发的愤言怒语都有一个相等的反方向反应
，这个世界早在几世纪前被火焰吞噬。从心中说出或写出来的话语足以造
成毁灭和致命。一个满怀希望的奥运选手写了一些带有种族偏见的文章而
被她的国家遣送回国。多少年来的训练与牺牲毁于一时的愚昧之举
。一个少年在网上宣布他要轰炸一个建筑物而被逮捕。将某些国家列入
“恐怖分子”的总统已触怒了这些 “恐怖分子”的国家。说出或写下的
话语都有其后果。我们都有过无数类似的经验。
我们的回答对于别人而言也是同样重要。我们是属基督的，无论我们到那
里，说了什么话，对神而言，这是重要的。神在箴言一书中赐给所有的信
徒许多智慧良言，以帮助我们如何正确地回答别人，尤其是那些试图欺
骗、毁灭及伤害的人。
I.有影响力的回答 – 箴言 15：
15：1 “回答柔和
“回答柔和，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使怒消退；言语暴
戾，触动怒气。
触动怒气。” (反义对句法) – “信徒对怒言的反应” 是我们必
须开始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控制别人的口。然而，从神的话语
，他知道控制自己的口是他该尽的责任。一切从他口中说出的话反映了他
的内心，他必须对此向神负责。他的回答能够影响别人的言辞与情绪
。
倘若他以怒气回应愤怒之语，那么他就是在这充满火药味的场面火上加
油、引弹而爆。争论时，盛怒之下说出错误的气话影响了关系与生命。神
的话语教导我们回答要柔和。”柔和”就是 “温柔和气”。不单单是语气
要温柔，因为柔声说出的怨言可能比大声吼叫的话更伤人。柔和的话指的
是有爱心、友好与温和的言辞。比如： “对不起”、”我很抱歉
”、 “请原谅我”，这些字眼足以使怒气消退，就如将夺命的急流改道而
流。比如： “对不起”、”我很抱歉”、“请原谅我”，这些字眼足
以使怒气消退，就如将夺命的急流改道而流。

然而， “言语暴戾”，即刻薄的话使局面恶化。暴戾的言语目的在于
触动对方的怒气。企图在于报复伤害我们的人。这句经文的对比是很明
显的。基督徒的行为应该与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所以最好就是以柔和的
回答来对付暴戾言语。
II.充满喜乐的回答
II.充满喜乐的回答 – 箴言 15：
15：23，
23， “口善应对，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
自觉喜乐；话
合其时，
合其时，何等美好。
何等美好。”

(综合性对句法) – 一个信徒应该是在言语
中带着喜乐，尤其是他的应对。他的回答可以带给自己及他人喜乐。
这是何等荣幸的有福恩赐。这恩赐是赐给每个信徒，无一例外。当神
的孩子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这的确是有福与美好的人生
。经文中的“喜乐”应该与 “幽默”、 “滑稽”或者“玩笑”有
所不同。有许多高薪的著名喜剧演员就是靠着主持搞笑节目而过日
子。他们以别人为搞笑打趣的对象，特别是有名人物、电影明星或者
国家领袖。这种感官上的喜乐是短暂的。观众大笑，享受短暂的欢
乐，藉以舒解现实生活中的悲哀和烦恼。
圣经上所说的喜乐是永恒的、是来自神的。信徒要如何有这份荣幸使得
他的言语能够带来永恒的真正喜乐？其中奥秘在于神的话语。出自神儿
女口中的话必须是神的话语。唯有神的话语有能力拯救，能够赐予所有
顺服的跟随者基督应许之丰盛生命。这些智慧良言的经文不仅仅是在辅
导时配合情况贴切地顺口背诵几段，而是要加以解释。
信徒不仅是引用神的真理，而是应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真理，并且谨慎明
智地应用在正确的情况上。这就是 15：23 的第二段所要表达的。 “话
合其时”就是在适当时机以正确态度对适宜的人而说。神说不该说某些
话或者该说某些话都是有定时。你是否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辨别力来辨
认呢？
神称这合其时的用法为美好！神赋予信徒回答得体的好态度。
--- 下主日待续

---

主内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