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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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坏影响下的圣乐
近几年来，在世俗与非基督化的势力影响下，削弱与败坏了圣乐。
大卫·克劳德 (David Cloud) 写道： “在过去的几年，我越来越关注教
会唱诗班所唱的圣诗，它们趋于温柔甜蜜。这是难以解释的问题，
也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它们与豪迈、具有教义性、富有战斗精神
的传统诗歌背道而驰。它们的音乐比较甜蜜，比较温和，我认为过
于温和。我总感觉到这种新式温柔的音乐并非有益于心灵，只是感
性的声音。它们不能助长信仰的坚定，也不能改变生命。仅仅是温
和美好、富有娱乐性、取悦人心，但不是神圣敬虔的。” (摘自大
卫·克劳德的浸信会信息服务，fbns@wayoflife.org)
1.

第二篇文章来自塔尔梅奇· 斯宾士博士
( Dr H Talmadge Spence)
“1973 年，新福音派的 ‘Key’73’ 运动在全美国兴起一股热潮。许多
福音派…参与这项运动，认为这将是我国有史以来最能激励福音派

2.

的运动。为了宣传 ‘Key ‘73’ 的信息，就发出一个创作新音乐的邀
请，列下几个规定：歌词必须是积极性质，不可含有好像正义、审
判、敬虔、悔改以及其他一些合乎圣经的字眼。企图制作无攻击性
的音乐。经过这福音运动的努力，许多新曲澈底脱离了合乎圣经、
以教义为准则的圣乐。
在 1972 年，比尔·盖瑟 (Bill Gaither) …已经开始实验一种类似迪斯
科 (disco) 的音乐，由于一些比较温和的福音派的反应，他成立了比
尔·盖瑟声乐团以便继续制作富有现代风格的音乐。
“

我们并不反对歌颂赞美，但是过于注重某些音乐是引导我们离弃与
叛教者对立的立场。
盖瑟所写的歌 “兴奋吧！” 目的在于使人们不要发出任何会导致 “神
的子民” 分歧的言论，特别是分别为圣的教义和观念。

在一个逐渐离开真道的教会，
在一个逐渐离开真道的教会，对一个神的孩子而言，
对一个神的孩子而言，坚持立场确实
有胁迫感。
有胁迫感。
灵恩派的领袖不断地提醒我们诗篇确实是一本赞美诗集。但是我们
要仔细地阅读这本宝贵的书：诗歌往往也以争战、咒诅祷告、征服
那与神为敌的或者克服情欲过敬虔生活为主题。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现代所作的诗歌再也不以争战为主题。
现代所作的诗歌再也不以争战为主题。
叛教的字眼从不被采用。现代圣乐旋律与编曲逐渐毫无苍劲，只是
一些 “柔和的声音”。

在基要主义的音乐领袖心中，最期望的圣乐特色就是能迏到一个平
衡。当 ‘轻松音乐’ 和 ‘柔和的声音’从作曲者笔下轻缓流出，这类音
乐肯定只能造就出温和与软弱的基督徒。早在 1969 年，我们理解
到 ‘信息就在音乐中’ 而不是单单在歌词里。多数的这类温和柔美的
声音皆出自女编曲者，她们都是任教于我们的基督教学院或大学。
神将女性造成温和与柔美。在历史上，她所写出的曲子就偏向这个
性格。多年来，很少有女性写出强劲有力的歌词，更难得有几个写
出雄壮激昂的旋律。在这个时代，施于叛教者的爱和温柔已经渗透
了现代教会。我们参与音乐事工的基要主义女性务要谨慎，免得她
们将强劲有力的诗歌改编成温柔新曲，也成了 “背道反教”的援助。
这类的音乐鼓励消极的争战精神。我们迫切需要强劲的歌词配合雄
壮的旋律，以激励为基督作战的战士” (由 Foundation Press 出版，
斯宾士博士 1997 年所作 “正视现代圣乐”，第 142 至 143 页)
我们感激属灵、博学的神人能及时发出警惕。我们的仇敌，如同吼
叫的狮子 (彼得前书 5：8)也同时伪装 成”教会音乐学者 来改变圣
诗，将它们变成世俗与败坏的音乐。”
愿我们所有的音乐事工务要警醒，提防 “现代诗歌、短歌”的入侵，
尤其是那些来自灵恩派的。

属灵操练（5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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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命激励

金句背诵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乃是刚强、仁爱、
仁爱、谨守的心。
谨守的心。
我儿啊，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
刚强起来。
刚强起来。
（提摩太后书 2:2）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提摩太后书 1:7，2:1）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民数记第
民数记第 13 章到第 17 章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诗篇二篇：你认识的基督是谁？
接续（第 9 页）

需寻求任何人的同意；创造天地海洋时，也没有咨询过人。此刻
，祂也绝对不会这么做！神公义的独生子要公告天下，叫世人都
屈膝敬拜，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人别无办法，只能顺服，就如耶
稣告诉兵丁，自己就是他们要抓的人时，兵丁都倒在地上一样。
身为神的儿子，并不意味着基督有起点，而是指基督和神具备和
全能者同样的本质、能力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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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的
善工在三位一体的神眼中，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恶人要被丢入火
湖，永远受苦。
基督徒的观点（
基督徒的观点（v10-12）
我们如何看待基督？外邦人恨恶、贬低和嘲笑祂。如果他们继续
恨恶并漠视神圣洁完全的话语，就会继续如此待祂。相反的，神
向我们彰显祂如何看待基督。现在要显明的是基督徒的观点。如
果他嘲笑神，或虚伪地假装自己是信徒，他对神话语的态度将会
使他原形毕露。这里连续使用了四个祈使句（当省悟、受管教、
事奉、亲嘴
），来说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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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第夹页B）

诗篇二篇：你认识的基督是谁？
接续（第夹页 A）

信徒应当一生一世学习神的道。他应该永无止境地研读神的话
，就如他不能停止吃喝一样。圣经是他的灵奶灵食，就如他的肉
体需要水和食物一样。人只有在去世时才停止吃喝，同样的
，只有灵命死亡的人对神的真理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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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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音 对 我 们 有 何 意 义 ？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罗马书1：16)
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对于使我们得救的福音的理解。
“福音”一词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因为是经常用到的字眼，以至
于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明白它的意义。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明白福
音的真正意义，以及救恩的真正意义呢？不幸的是，即使是在比
较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圈子里，福音信息也是因教会而异
。甚至在各人方面，基督徒对于福音有许多常见的错误观念，因
此在见证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并以错误的态度对待它。所以，
健康教会的另一个标记就是对福音有正确的理解。
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 “福音”, 照字面解释是 “好信息”或
“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的基本意义。这是身为罪人的我们所能
收到的最好消息，远比我们能收到的任何消息好。福音的信息，
耶稣降世拯救罪人，远远超过那似乎不可能的好消息，即中了一
百万元的大彩或新加坡赢了世界杯。我们因福音而激起的兴奋与
热情应该是足以表达对这信息的美意的回应。遗憾的是，事实并
非如此。相反地，我们对这世上最美好的消息的反应是如此的轻
率，有时甚至耻于向我们的亲人分享。取而代之
，我们将世俗的消息引以为荣、对股票市场的动静、我们支持的
运动队伍、国家的政治、甚至于电视上的写实节目特别感兴趣与
关注。
…待续（第 9 页）

福 音 对 我 们 有 何 意 义 ？
接续（第 4 页）

我们必须了解，包含在福音里的是能拯救灵魂的神之大能与权
柄。使人脱离罪恶以及地狱的枷锁，与神和好，最终并赐
在天上的永生。这基督的福音具有改变生命的权力、改造人
心、并让人得到救恩。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
所以这个好消息我们必须完完整整地献给我们身边所有认识的
人。我们不能加以包装或是将它简化。我们不是在推销一项产
品或者以它来吸引人们来教会以增添会众人数。我们不能唯恐
福音会得罪所要见证的人，或是担心他不明白福音而更改福音
的信息。绝对不能如此，因为救赎的大能就在完整的福音里。
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向所有肯听的人宣讲纯正的话语与真
道，因为他知道他的目的是： “基督差遣我…..乃是为传福
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为十
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
的大能。” (哥林多前书1：17 – 18) 但愿我们都将这富有大
能的好消息，兴奋、积极、毫不羞耻地对全世界宣扬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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