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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由新航女地勤员推着。
Mark Heath）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空中客车 380S 内
靠近机尾的第 45 排。机舱半满 （这算不错了，因为载客量是
500）。
然而飞机却延迟起飞。这个讯息一连播放三次，并且再三道歉。这次
的延迟是由于有故障的飞机污染了跑道，需要即时 “采取清理行
动”。最后，飞机终于获准起飞。可是已经有许多架飞机排在我们之
前。于是又是一番道歉 （新航式礼貌）。最后，我们终于起飞了！结
果，抵达时间延迟了一个小时。我们毫无怨言，尤其是当我们想到以
色列人在旷野中 “徒步”漂泊了 40 年。一切关键在于忍耐，所以千
万别埋怨！

2013年主题: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2013 亲爱的读者，

1.悉尼笃信圣经长老会之访
我的悉尼笃信圣经长老会之访很快的即将结束。今天早上我以使徒保
罗在以弗所书 1:3-14 所阐释的“我们奇妙的救恩”证道。这段神的
话语显示了三一神的各个位格所扮演的角色。父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拣
选了我们（第 4 节），圣子在十字架上流下祂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圣
灵给了我们印记（第 13 节），确认我们并给予特别眷顾，好让得救的
不再失丧
。神何等慈爱和全面的眷顾以确保我们能完全得救是多么令人惊叹。

在悉尼机场闸门 57 号经历了一场徒劳争战。让我述说这个经历。我们
早在规定的 “起飞前两个小时”之前就抵达，以免被预料不到的事耽
搁（还好没事）。结果我们在闸门 57 号等了两个小时。新航职员建议
我使用 “轮椅”，因为离开闸门还有 “超过 15 分钟的行程”。既然
还有一段距离，我欣然接受这个建议。生平第一次坐在轮椅上被推着
走

2.你问： “你的悉尼笃信圣经长老会之旅如何？”
我在朋友雅克和裕德 （Victor and Ruth）家里住了六天，他们对班
丹会友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在最近几年，一年内总有好几次来访
并和我们一起团契。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到马六甲参加黄金年华退休
会。他们殷勤待客是六星级的 “一流”水准 （正如许金贤长老夫妇
一样）。如此的照顾之下，我的上呼吸道感染在一周内痊愈，可算是
“我的健康好转”的奇迹。最后的 3、4 天我和马可弟兄在 “牧师住
宅”和许长老夫妇一起度过。我的健康迅速好转，几乎恢复正常，很
快地痊愈了。
那些想要知道关于购置牧师住宅的情况的，我可以说这的确是一个
“划算的买卖”，是神的恩赐。首先，每个月可以省下以前那个两房
式公寓的澳币 1，500 元租金。目前的牧师住宅有更多房间和其他好
处。花园的篱笆是一片“火焰般艳红”的九重葛，花儿满满几乎无叶
！这可是额外的收获！此外，上个星期六，我们主办每月一次的
“家庭团契”，60 位会友在舒适的气氛中聚集一堂，享受着灵粮和美
食！如此温馨美好的团契非金钱所能衡量！

尽管如此，BDC 的事工必须继续，藉着神的恩典我们也会继续支持
这个事工。靠着主我们尽力而为。在这过渡时期，我们需要鼓励由
娃茹妮 （Warunee）和她的兄弟比利以及保罗 （Billy and
Paul）支撑着的这个事工。与此同时，我们继续祷告，相信主会给
予一个美好的光明前景。正如英华学校的座右铭“完美将至”。凡
事藉着祷告和祈求，让我们继续努力。

属灵操练（11 月份）
灵命激励
读经能够使信徒的生命得到供应和成长，

4.致信生命堂长执会的弟兄
我曾经是生命堂笃信圣经长老会长执会的成员之一 （直到 1972 年
离开到裕廊宣教为止）。几个星期前，我写了一封短函给生命堂长
执会，以约翰福音 13: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劝勉他们。主晓得祂的门徒之间有争端
，悲痛地抹杀了他们的人格。他们最缺乏的是 “彼此相爱的
心”。倘若要恢复一段失和的感情，这是绝对需要也必然办得到
的。我给他们的信息是温和、坚定和清楚的。并不带任何个人
“私心”。
这是否能结出 “正义和平的果子”？我祈求读者继续代祷。当一
切都行不通时，唯有祷告能见效，希望不再是另一个诉讼案。

并且使他们变为强壮和有属灵活力的信徒。

金句背诵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7-18）
5.反映这一次的悉尼之旅
信靠主，未来是美好的。祂是满有恩惠的神。我为何在一个月内一
连跌了四次？我常常引用的、现在再重复的经文，哥林多后书 4:16
说道: “„外体毁坏”。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外体随着时间而
毁坏是无可奈何的。唯有神知道并且„眷顾。靠着祂，我不用追究
，而是安心等待。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这其间，请继续为我祷告！愿神祝福你们，再见！

读经运动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 55 章到第 59 章

传福音 -- 简单的规则 (II)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
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哥林多前书 2：2 - 4)
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当我们传福音，所要传的是 ‘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简单信
息，而不是凭着人的智慧以他的口才来表达。这就是保罗的主要信
息，也是他置身于哥林多时决定要传讲的。同样的，当我们想要与
别人分享福音时，这也是我们必须传达的主要信息 – 关于耶稣基
督、祂是谁、祂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圣经之最关键的信息，即福
音，也是当我们传扬福音时所应该注重的。倘若你是已重生的基督
徒，并已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个人救主，那么你肯定认识祂是谁，
并能够将祂的一切告诉其他的人。
这是以又惧怕、又甚战兢之心来成就的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是每个人都应该能完成的简单工作，但
是我们不可太轻率了事。事实上，这是至高至圣的呼召，只有主耶
稣基督的仆人、精兵才能承担。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时，要视之为最
崇高的任务，以基督的大使身份，实现一项最重要的使命
。伟大的使徒保罗，身为早期教会的宣教士，虽然拥有学历资格以
及深厚的传教经验，也声称无论到何处，每当他要传讲信息，
总是‘又惧怕又甚战兢’。这并不表示他惧怕人，或者是怯场。
他也不会因惧怕或战兢而对他的传道工作有所障碍。
…待续（第 9 页）

传福音 -- 简单的规则 (II)
而是他对传讲福音怀着崇高的敬畏之心。因为他敬畏神，也了解
他被呼召之神圣，他知道要传讲神的福音是要怀着尊敬与畏惧之
心的神圣工作。同样的，当我们出去分单张，不是为了嬉乐而作
的事，也不是为了执行任务。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明白我们在世
上的使命是何等重要，我们的事工要做到配得上事奉万王之王与
万主之主。
这不是在于你乃是圣灵的动工
最后，我们看到传福音不是我们的能力与勤奋的表现，‘乃是用
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当我们出去、当我们传讲、我们要尽力而
为，有如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们肩上。然而，暗地里我们要明白，
若是有人表现出任何的转变、有信心甚至悔改，都不在于我们的
能力或说服力。我们千万别将功劳归占为己。唯有凭着圣灵，才
能笃定心中的罪，才能明白唯有耶稣能救赎。藉着神与祂的话语
之大能人才能重生。
这些道理让我们学习到谦卑，知道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不是我们的
功劳。这也给于我们很大的鼓励，好让我们明白，一个人之所以
能归主，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或是如何的做，而是全凭神与祂的
话语之大能。而且，会让我们在传福音时更要祷告，因为我们知
道这不是我们，乃是神的作为。
藉着上述几个短短的指示，愿神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继续在神的
葡萄园里努力事工，尤其是在我们看到了主快再来的征象。

主内许凌康传道

诗篇六篇 “耶和华啊，求袮搭救我！”

诗篇六篇 “耶和华啊，求袮搭救我！”
接续（第夹页 A）

接续（第 9 页）

第 3 节印证了这个解释，因为大卫宣称他的心大大的惊惶。他无法单
独承受生理、情感和属灵的折磨。他哭喊着问神，自己必须忍耐多久
才会得着救赎。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帮他，唯独神。
我们要求神帮助，必须是对神怜悯的祈求，而非一种权力或指令。我
们必须无条件地事奉，且不求回报。既使神不奖赏或赐福，我们也要
无条件地奉献和爱神。无论在什么时候或情况下，唯独神能帮助。
2. 唯独人需要拯救～v4-7
在众造物当中，唯独人类需要神的帮助。并非所有人都会向神求助。
那些骄傲、恶贯满盈的人，会拒绝这么做。他们宁愿死在罪和自义
中，也不肯谦卑地求神。那些拒绝基督的，不能向神求助，因为神不
会垂听他们的祈求。只有在他们祈求救恩时，神才会垂听。原因是：
除非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不再作祂的敌人，否则神不会垂听他们的祷
告。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际，改变就会立即发生。
大卫是个基督徒。他求神垂听并转回。他在祷告中使用神同以色列立
约之名“耶和华”，印证了他同神亲密的关系。祂是他的救主、保护
者和主。这也是他祈求的根据。而他的祷告使用的是祈使句，说明了
祷告的紧迫性。大卫哭喊着求神干预：“快来帮助我、解救我。”大
卫的祷告仍然以神的怜悯为主。他渴望记念神，因为一旦死去，就不
能再赞美神了。大卫要在有生之年，称谢耶和华。然而，在剧烈痛苦
中，在他每夜流泪之际，要称谢神多么困难。这反映了大卫为着对耶
和华的信心，而忍受的剧痛。我们并不清楚他面临的状况，但这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大卫向神的祈求。大卫的哭泣如此激烈，他形容自己
的眼睛“干瘪”，无法再睁开。他的眼睛已经昏花凹陷，因为每夜流
泪而憔悴了。这都因为他非常伤心，这是敌人刻意伤害造成的。他们
很可能用尽各种手段奚落、攻击他，使他灰心丧胆。他们的挑衅是要
破坏大卫对神的信心。大卫拒绝屈服于这些试探和嘲笑。
…待续（第夹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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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渴望称谢神。不过，若耶和华不及时拯救，若他郁郁而死，那他
就不能在有生之年这么做了。在悲痛忧伤之际要称谢神，大卫感到十
分困难。他知道那些渴求神拯救的，都是那顺服神并为信心遭逼迫的
人。大卫正经历这般逼迫。他急需耶和华的拯救，好让他在经历耶和
华的怜悯后，能真心称谢祂。
3. 神已经拯救～v8-10
大卫信心满满地命令他的敌人离他而去。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要他们
滚开！他拒绝因他们的折磨而动摇。不管敌人如何努力折磨他，他都
紧紧跟随耶和华。他称敌人为“作孽的人”，因为他们试图破坏他对
神的信心。大卫之所以有信心，不是因为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而是
因为大卫深知耶和华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大卫会耐心地等候耶和华
的旨意在他生命中成就。
大卫知道他不能要求神按着他定下的时间动工。只要神垂听了祷告，
就会及时帮助。神永不迟延以致大卫被试炼的重担压碎，也永不过早
以致大卫错过领会唯独神能拯救的时机。大卫深信，耶和华不会撇开
祂的儿女谦卑公义的祷告。神接纳祂儿女的祷告，意味着神必然会回
应。这是大卫的信心。大卫没有质疑神的大能，也不怀疑神对祂儿女
的爱和关怀。
总结
结果是：大卫所有的敌人将要羞愧和惊惶。他们要因对大卫所行的恶
，感到羞愧而退后。羞愧要突然临到他们身上。注意第 4 节的“转回
”和第 10 节的“退后”。当耶和华转回大卫身边拯救他之际，大卫
的敌人也要羞愧地退回原地。神要迅速突然地拯救。这就是全能神的
大能。基督徒要从诗篇六篇得着鼓励。无所不能的神将与我们同在。
祂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我们的安危掌握在神的手中。罪人会竭尽所能
攻击事奉神的信徒，但我们不能犯不信的罪。要等候耶和华，等候祂
拯救的完美时机！阿们。
摘自2010年英语崇拜周刊（郭全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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