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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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未知的事
神的话语说：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
我们…” (申命记 29：29)。神尚未显明的事至今仍然是隐秘的。
我时常为着神 “隐秘的事”感到纳闷，我曾经为此问了许多 “难解的问
题”，总得不到答案，只好继续查考圣经。路加福音的记载描述了天堂与
地狱：它形容天堂为 “亚伯拉罕的怀里”，而接纳了冷漠无情 “财主”
的阴间却是个 “火焰与痛苦”、无路可逃的地方。 (路加福音 16：22，
24)
我想多认识 “天堂”，一个被神救赎之后预定要去的地方。 “亚伯拉罕
的怀里”只表示这是一个得安慰、可安息的地方。我们要更进一步地探
索，因为我们总会想要多了解我们将来 的“永恒居所”。
1.

2.

“我父的家里”
我父的家里”的住处

约翰福音第 14 章提供了一些详情。第 2 – 3 节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
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
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推断神的家里有许多为祂的子民而备的 “住
处”，有朝一日抵达那边，我们有 “永远的健康与永生”，就是永不衰
老、没有死亡，再也不必劳碌、没有烦恼与忧伤。就是说我们将永远脱离
一切的忧虑。
我们不再为情欲所困，因为这一切将成为过去。就如我们的主所说的：
“惟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接着，主耶
稣又说，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 (路加福音 20：35 –
36)
3.

“和天使一样的身份”
和天使一样的身份”

4.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事

以上的经文显示，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众信徒将赐于 “和天使一样的
身份”。情欲与嫁娶 (只是 “在世时”所拥有的) 将成为历史，消失在
记忆里，不再让我们牵挂，甚至那些在地狱里的人。
我们也晓得所有的 “亲人关系”将不复在，我们都是以 “个人”自居。
将来任何的身份与关系都没有向我们显明。
我们可以想像“和天使一样的身份”就是将拥有天使般的聪颖和能力，
能够飞翔以及有超人的智力。还有一些目前令我们疑惑的问题， “到了
时日当显现出来”，因为神的话语如此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书
2：9)
到目前为止，所有信靠神的， 能够从神的话语中了解神为我们所准备的
一切。从我们所能理解的，确实让我们惊叹祂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以及永恒
国度的奖赏。这一切都是白白送给我们的， “本乎恩，也因着信” (以
弗所书 2：8)。
从哥林多前书 2：9 我们晓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事，目前是属于 “神深奥
的事” (哥林多前书 2：10)。这些 “深奥的事” 很可能就和申命记
29：29 所说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是同样的。
以我们目前不太成熟的属灵状况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它们仍然是
“神隐秘的事”。藉着如此的理解力我们来阅读哥林多后书第 12 章，使

徒 (很可能是说他自己) 形容这 “人”被 “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
语…” (哥林多后书 12：4)。 之后，为了抑制他透露所看见及所听见
的，”…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神禁止他提起蒙福的经历免得
他 “…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於自高…” (哥林多后书 12：7)。
5.

属灵操练（3 月份）

结论

阅读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基督徒的信，哥林多后书第 12 章，这对我来说
是很清楚的信息。当我们在世时，我们主要的责任就是事奉主并完成祂对
教会的旨意。不久之后，当我们成就了祂的事工，祂会恩召我们，我们将
带着无比的喜乐被引领到与主同住。到那时，一切显得清楚明白。天堂与
它的奥秘将清楚显现出来，不像今日如此神秘。不再有困扰着我们的隐
秘。
在这之前，让我们耐心地事奉。在这黑暗邪恶的日子里，有许多不信的，
更有离道叛教的，让我们与主内同工一起努力奋斗，忠心于主和祂的旨
意。
因此，在祂来临之前，让我们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
的奖赏。(腓立比书 3：14)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临近。 (希伯来书
10：25)
当我们见到我们的救主，一切就清楚明白了。在这之前，让我们耐心地、
喜乐地服事祂。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2013 年 2 月 20 日写于悉尼

灵命激励
读经能够使信徒的生命得到供应和成长
读经能够使信徒的生命得到供应和成长，
够使信徒的生命得到供应和成长，
并且使他们变为强壮和有属灵活力的信徒。
并且使他们变为强壮和有属灵活力的信徒。.

金句背诵
（提摩太前书 1:15）
基督耶稣降世，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为要拯救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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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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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
恳求、
恳求、祷告、
祷告、代求、
代求、祝谢，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列王记下第
列王记下第 13 章到第 17 章

诗篇二篇：你认识的基督是谁？

诗篇二篇：你认识的基督是谁？

前言
自亚当犯罪以来，人对神发怒就成了这个社会灭亡的源头。人拒
绝在全能者面前谦卑自己。他否定了神的存在，并愚蠢地相信，
神会因此停止存在。人多么愚蠢。闭着眼假装太阳不存在，比认
为神不复存在还容易呢！人的愚蠢无极限，直到他最终自我毁
灭。人的傲慢将使自我毁灭。几个世纪以来，人在罪里却无视于
自己的错误，并向着天堂紧握拳头反抗神。然而，神却以爱和忍
耐看待人的傲慢无礼。作为造物主，祂有权在任何时候消灭罪
人，然而，祂却抑制了自己的主权，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
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从此，人可以从罪里被拯救，无需死在罪里。这世界唯一的救主
是为人的罪而死的耶稣基督。神在祂死后的第三天叫祂复活，表
明神接纳了基督的救赎工价。人如何看待耶稣基督，将决定他最
终且永远的下场。

外邦人的观点（
外邦人的观点（v1-3）
这是自大愚蠢之人的观点。外邦人连谋算虚妄的事也要争闹。他
们自以为非常聪明，因为他们发明了某些东西，比如太空旅行和
飞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在科技和医药方面都非常“先进”。
然而，神却将他们归纳为“虚妄”！有权势的人，如这世界的君
王和臣宰要一同敌挡耶和华和祂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就是弥撒
亚耶稣基督。人以为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就是一切问题的解决
方案。这个方案今天被奉为自由的标记。然而，身在罪中的大多
数人，肯定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诗篇二篇中，这拥有权柄的大
多数，竟胆敢挑战神。他们大胆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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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观点（
神的观点（v4-9）
这是神对耶稣基督的看 ！外邦人和神的观点成了 明对比。
以下是这
的 点 要。

法
鲜
段经文 重 概
v4-5～神的胜利：神坐在天上垂看罪人，嗤笑他们的愚蠢！对
神而言，人就像蚂蚁一般。耶和华使他胡言乱语，成为笑柄。
再有智慧的人，在神眼里也不过是个说话不清的人。他对神的
攻击完全无用，就像一个宝宝试图用玩具铁锤凿开直布罗陀岩
山一样。当神发怒，并在怒中责备人时，人就要惊慌害怕。神
将彻底地惩罚他，就像《启示录》所记载的一样。这个世界将
同所有邪恶的男女和孩童一起被摧毁，无人例外！
v6～基督做王：耶和华要在耶路撒冷的圣山锡安上，立耶稣基
督为王，永远统治世界。这个预言要警告外邦人，却要安慰所
有信徒。神的公义最终将得胜。没有恶人能够逃脱神完全的审
判。他或许能逃脱世人的正义，却永远逃不出神的公义！这个
真理对每一个为信仰被逼迫、捍卫基督见证、坚决维护神完全
话语的基督徒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他或许必须付上失去自由
的代价，甚至牺牲生命，但他相信他的天父最终将战胜一切。
v7～基督被荣耀：不论罪人喜欢与否，神都要荣耀祂的儿子耶
稣基督。这是神绝对的宣告。当祂从无有创造世界时，无

诗篇二篇：你认识的基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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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9～基督战胜：按着神的旨意，基督会战胜一切。神会赐给基
督祂所求的列国为业。全地级将是基督的统辖范围。基督将明断
地作出判决，照各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意味着，基督要用铁杖
打破他们，把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人类将被定罪，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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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观点（
基督徒的观点（v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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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恶、贬低和嘲笑祂。如果他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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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v10～受教：圣经说，信徒是受教的。他热爱神的话语。他有智
慧来顺服神的话语。自称为基督徒，却对神学毫无兴趣的人，是
个骗子。神学即学习有关神的一切。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怎么可
能对此不感兴趣呢？这里论及君王和审判官，因为这些拥有权、
影响力和财富的人都当省悟、该受管教，更何况是平凡百姓呢？

诗篇二篇：你认识的基督是谁？

徒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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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战兢快乐地事奉：基督徒有了神的话语，自然而然就会开
始事奉神。他渴望以此作为一生的事业。战兢喜乐地事奉，才
是真正的敬拜！在主日唱诗不走调，不能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
真心诚意敬拜神。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过圣洁的生活，才是衡
量标准。为主而活、心里敬畏神的人，就有大喜乐。他不为金
钱或今世的享乐而活；不为家人或自己而活，只为他的救主、
他的神——基督而活。这给他莫大的喜乐，战兢的喜乐。他一
生都敬畏神。
v12～信靠和爱慕神：在当时的中东，亲嘴表示尊荣和极度的重
视。马太普勒同意这个说法：“在东方国家，‘亲嘴’是服从
和爱慕的象征，圣经（撒上10:1、王上19:18、何13:2）和世俗的
作者都证明了这点。顺服其人和政府。”[取自圣经软件
Swordsearcher 6.0] 任何不尊重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人，肯定
要面对神的审判。神只需轻微发怒，罪人就会瞬间灭亡，立即
被丢入地狱。神要求人这么做，是因为祂是造物主，人是受造
物。人别无选择，正如窑匠可以决定把泥捏成心中想要的任何
形状，泥完全没有发言的权力。
结论
“凡投靠祂的，都是有福的”是那些信靠、忠于神的人的结局
。那些敬畏、爱慕、崇拜和信靠基督的人，将祂视为救主。有
了基督作为救主，神要宣告他是永远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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