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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但事实上这可是 “神的恩典”。神的话语不是说即使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箴言 21：1)
，我们在班丹花园建起了神的圣所，并于 1979 年 7 月开始主日崇
拜，一切称谢归于丰盛的神。起初，我们的会众不超过百人，但
是，随着时日，神让我们增长。随着人数的增加，我们两次扩建会
所。我们的幼稚园有超过两百个孩童，从星期一至星期五，教堂成
了 “喧闹繁忙的场所”。还有其他活动包括祷告会、各个团契活动，
充分利用所有的空间。我们所蒙之福无可衡量，神何等美好！

传真：65663806
传真：65663806

我们套用诗人的话， “ 我拿什麽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
还我的愿。” (诗篇 116：12 – 14)

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牧师：郭全佑牧师
牧师：郭全佑牧师

干事：黄玉莲姐妹

2013
2013年主题:
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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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班丹加略堂纪念神赐福的 34 年
今天是为纪念神赐于班丹加略堂笃信圣经长老会 34 个美好的年头
之感恩日。我清楚地记得在 1976 年我造访裕廊镇管理局局长，向
他要求一块地建教堂，这是我们在裕廊区的第二个教会。我们的第
一个教会设在迏曼裕廊 (Taman Jurong)的岛景路 (Tao Ching
Road)，每个主日都满座，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有第二个福音宣教
站。

当日王腓立牧师 (Rev Philip Heng) (巴西班让加利利笃信圣经长
老会牧师)陪我同去。当局长温先生表明正好有一块划为 “宗教用
途” 的土地时，我高兴地接受了。接着我作出大胆的要求， “请
问可否将土地划出一半让王腓立牧师建加利利笃信圣经长老会？”
令人惊讶地，这要求 “当场”被批准。因此每个教会各得一块
49，000 平方呎的土地契约 – 你或许要说，真是个惊喜的 “好运

让所有爱神的行出诗人所说的。我们必要以有意义的感恩奉献回报
神并献上我们最好的，但是连我们 的最好仍有不足！

2.
但愿所有爱神的能行出诗人所说的
为了祂所赐的一切厚恩，让我们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主的名，当神感
动我们的心，愿我们能带来奉献。让我们在祂众民面前还我们的
愿，不过，让我们 “诚心诚意” 地献上，也让我们的 “感恩奉献” 用
以帮助那些缺乏的、挣扎度日的会友。神肯定会回报我们的善行。
俗话说， “仁爱先施于亲友”，因此，长老 (和牧师)应该找出一些值
得帮忙、 “收入微薄” 的会友。我们鉴察人心的主晓得我们的心
意，祂肯定会回报我们为了祂的名所作的一切。
“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在世界大战中
丧命的年青人的家长捐了两百块钱给他们的教会以纪念他。

属灵操练（7 月份）

听到这个捐献，一位女会友向丈夫提议： “让我们也为我们的儿子
作同样的捐献吧！” 父亲说， “为什么，妳在说什么？我们的儿子
并没有丧命。” 母亲说， “就因如此，让我们为没有丧命的他捐献
吧！”
其实他们应该多给一些，你不认为吗？我们凡事都当感谢神。
另一位母亲在孩子重病痊愈后说， “神多美好，赐回我们的孩子！”
正想表示同意之际，我突然有个想法。出乎她意料之外，我如此
说： “不错，但是就算妳得不回孩子，难道神就不一样美好或仁
慈？”
当凡事如我们所愿，一切顺顺利利时，我们自然愿意称谢神的恩惠
。但是，一旦要为所有的事物来感谢主，我们难免要面对感恩并不
单单是为着愉快、欢欣之事的现实。” – 主日学时报

3.
“当神感动你的心
当神感动你的心…”
当神感动你的心
讨论了 “感恩”之后，让我们在下主日献上 “自由捐献”。在入门接待
处注明 “34 周年感恩奉献”的柜台上，一个特备的 “34 周年感恩奉
献”信封可供索取使用。 - 请用它。愿神祝福你们！
就如神的话语所说的 “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所以让我们
甘心乐意地捐献 ！不必在乎数目的大小，却要从真心发出。
引用已故杜祥辉牧师的话， “当我们荣耀神的话语之际，神被荣
耀。当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之际，神被高举。”
愿神祝福每位捐得乐意的人！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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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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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书 4: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腓立比书 4:12-13）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箴言第
箴言第 3 章到第 7 章

福音是什么 -- 罪 的 问 题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 6：23a)

当我们向人分享福音时，务必提到的一点，就是要明确地阐明
人类的罪恶问题。倘若人不知道他所面对的问题，他就不觉得
他需要福音。除非人们领悟到他们的完全败坏，否则他们不能
理解他们需要基督。分享福音有好多途径，但是最终我们要解
释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罪人，与神隔绝，并将面临审判与
永远的死亡。如果我们要传讲完整齐全的福音，这是我们必须
讨论的严重问题。本文以上所引用的两段众所熟悉的罗马书经
文可作为一个开始的概述。

首先，我们必须表明的一个概念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当我们分
享福音时并不是刻意地指出他们的每一个缺点，或者审判他们
所犯的罪。我们应该让他们明白，与世人一样，他们都是罪
人，亏缺了神所期望的正义标准。由于我们是以神的标准而不
是以人的道德标准为准则，我们必须以神的律法来判定他的
罪。我们可以从十诫开始，就如罗马书 3：19 确保我们： “我
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
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如果能够清楚准确 地解
释神的律法，他们就会感到内疚，知道他们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待续（第 9 页）

福音是什么 -- 罪 的 问 题

接续（第 4 页）
接着我们必须让他们看到罪所当受的惩罚。有些人很轻易地
认罪，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认罪的含意。他们认为得罪了创造
他们的全能的神不算是什么大事，只以一笑置之。因此，我
们必须解释，如果今生不解决在世的罪行问题，必定受到神
的永远审判与死亡。我们必须说明身为罪人，他们就是神的
敌人，不能与他们的创造者和好。这是一个真实并严重的问
题，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然而，我们也要记得，这一切都有赖于祷告。唯有靠着圣灵
的大能，才能让人感动、并相信你所分享的。任何一个非信
徒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 2：1)，圣灵必须先让他
活过来(以弗所书 2：5)，才能彰显他的信心。所以，千万别
以为单凭我们正确的分享，将福音的信息合理地去说服他
们，如此他们肯定得救。我们只是将福音简单地传讲出来。
只有神才能在他们心中动工，祂的话语的大能才能让他们扎
心，并引导他们领悟到他们需要基督。

主内
许凌康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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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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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六篇 “耶和华啊，求袮搭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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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渴望称谢神。不 ， 耶和华不 时拯救， 他
而死，那他
就不能在有生之年这么做了。在 痛
之际要称谢神，大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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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怜悯 ，能 心称谢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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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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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