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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迦勒…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
胜…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
华…” (名数记 13:30-14:9)
但是十个毫无信心的探子搞得全会众灰心气馁，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打约书
亚和迦勒。由于他们的不信，神当夜将他们处死，还有那些二十岁以上的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直到死亡。当中，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这两名勇士，得以
进入应许之地。由于他们的不信，以色列人承担惩罚，在旷野中漂流了四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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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主题: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2.度过经济困境
在我们充满罪孽的世界，促成经济困境的因素有许多。在以利亚时代，三
年的旱灾造成全地饥荒。神差送乌鸦早晚叼饼和肉供养祂的先知。当基立
溪的水干枯了，神吩咐一个寡妇以那用之不竭的油和面粉作饼供养他。

亲爱的读者，

1.历史教导实用的功课
我最近查阅一些旧书刊，发现我在 7 年前为八打灵加略堂团契 2006 年家
庭圣经营所准备的手册。 营会主题是 “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
兵。”（提摩太后书 2:3）
在出埃及时代。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们遇上难
以对付的劲敌，即当地的居民。摩西派了 12 个探子去窥探该地。40 天之
后探子们带来了辉煌的报告：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
果子。”（名数记 13:27）单是一串葡萄必须两个人杠抬着！
但是 “…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
就是伟人…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十个毫无信心的探子带回的恶信，使得全会众大声喧嚷、哭号，并向摩西
和亚伦发怨言。他们已经忘记神刚刚将他们从法老，即世上最有权势的人
手中解救出来。 这使得他们陷入黑暗的绝望中。

在今日的世界，天灾如地震和洪水、旱灾和瘟疫，战争和金融危机都会造
成经济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 1918）之后资源耗尽导致世界
陷入穷困状况。战争过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投机活动造成了表面上的昌
盛繁荣。
直到二十年代末期，整个市场成了一个巨大的投机气球。 “收利润，
快！”当有人开始抛售，每个人都跟着变卖！突然之间泡沫破裂，数以万
计的钱财长了翅膀飞走了。百万富翁失掉了他们的百万钱财，一切都成
空。这个全球性的大萧条历时十年。 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当时，我们一
家刚从中国移居柔佛州，就遇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难。
树胶的价格从 $100 降成$10。然而，神并没有离弃我们：祂的恩典足以
让我们度过那艰难的日子。 （哥林多后书 12:9）

3.度过日据时期的困境 （1942-45）
战争是可怕的，人类自相残杀，没有考虑到他们其实共同生存在一个将被
火焚烧而最终灭亡的星球上。（彼得后书 3:7）各国能够尽早发现并接受
造物主，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永远的改变了历史进程。整个世界猛然醒
悟，在 “太阳升起的地方”兴起了一个新的世界权威。1942 年 2 月整个
东南亚已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附属。
战争带来令人深省的教训，这可不是在和平日子所能学习到的。当子弹从
天而降，碎尸腾空飞起，鲜血四溅，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需要一种
超越人的力量来恢复和平。

属灵操练 （9 月份）

灵命激励
教会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读经交流与分享。

金句背诵
在中巴鲁的成保路，我们挤进阶梯下的防空洞。当日本的炸弹在合洛路爆
发时，一股灼热冲击我们的脸。每个人口里顿时高呼 “主耶稣，救我
们！”再也不会羞于启口祷告。连我们拜佛的邻居也跪下和我们一起求告
主耶稣的名。 （感谢神，他们全家后来都信主得救。）
我们在亚佛路二叔家的防空壕度过日本击袭的最后几个星期。当时空袭已
停止，但是，柔佛海峡对岸仍然有炮击。日本划过空中的炮弹呼啸声吓得
大家跳入沙袋围成的防空壕，除了祖父 － 一个有信心的人。
藉着神的作为，英国投降了，我们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段日子。当时我重新
献上 1938 年所许的誓言。 以“防空壕”为背景，我向主承诺： “我一
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
所以我事奉，直到祂呼召。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彼得前书 1: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 1:16）
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第 16 章到第 20 章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接续（第夹页 A）

接续（第 9 页）

很明显的，甘力克也没有提到地狱是那些不在基督里并死在罪中
的最终去处。在传讲福音时提到地狱是有多重要呢？耶稣在马可
福音 9：43 – 48 中说， “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
来； 44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
灭的火里去。 45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 46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47 倘若你一只

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
眼被丢在地狱里。 48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只
有在罪与死与地狱被解释清楚之后人才会变得虚心，而真正的救
恩始于虚心。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花了 3 章长的篇幅 (罗马书
1 – 3)有力地证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甘力克这冗
长的单张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一点。
甘力克对基督的描述也不完整。也没有阐释基督是童女所生以及
基督是完全的神与人。他也没有引用经文加以证实基督的神性与
复活，反而引用人的言论，如 C ·S ·路易斯 (C S Lewis)、英国首
席大法令勋爵 (Lord Darling) 所说的话。无论是多伟大的人，他
们所说的话绝对不能替代神的完美话语。若不解释基督是完全的
人，甘力克又如何解释耶稣是最配得为任何人死？甘力克所讲的
基督救恩信息迏不到圣经的标准。此外，他也没有强调唯有信靠
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却在这个事实加上行善或以人的传统与教会
传统，这些完全是错的。

甘力克解释相信基督之后能获得 “自由”。自由包括摆脱罪疚、
摆脱犯罪的习惯和摆脱恐惧。可是他漏掉信徒得到的最重要
“自由”就是摆脱了罪的束缚、死亡和地狱。罗马书 6：23 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根据甘力克，得到 “救恩” 之后， “信徒”可以自由地认识神、爱
人并且洗心革面。甘力克针对认识神的自由的解释与圣经相差
不远，因为他说 “我们犯的错成为神和我们之间的障碍。以赛
亚书 59：2 说：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藉着耶稣在十
字架上的死，拆除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得以与创造
主建立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会在我们心中确认这种关
系，并帮助我们亲近神，认识神。圣灵又会帮助我们祷告，让
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圣经)。”甘力克所说的看起来似乎是正确。
但是，最该谈的 “罪”以及信徒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圣洁对在基
督里的信徒而言是最重要的而基督就是改造基督徒的却完全没
有提到。类似这样在一些分量的真理中混入遗漏差错的微妙错
误使得甘力克的福音吸引了灵恩派、新福音派以及罗马天主
教。人知道他与神建立了关系，这是按他自己的心意，他的旧
人仍然存在，外在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些自我积极想法的心理幻
觉毫无永恒价值。
（待续 28/07/2013）

…待续（第夹页 B）
摘自2013年英语崇拜周刊（郭全佑牧师）

理解信心

箴言 3：21 - 26

--- 接续 1/9/2013

何谓敬畏耶和华？ – 敬畏是充满敬意的畏惧，之中绝对
含有恐惧之感。这是信徒虔诚的敬畏，唯恐触怒神或冒
犯了祂。只有信徒才有如此敬畏之心，因为唯有敬畏耶
和华我们才能获得救恩。得着救恩之后，敬畏之心能使
到信徒不再犯罪。他必须存有敬畏之心才能避免继续犯
罪。当他在主耶稣的恩典与神的美好话语知识上有长进
时，敬畏之心也会增强。





箴言 3：21 - 26

--- 接续（第4页 )

III. 显示 坚固的倚靠 – 箴言 14：26,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
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综合性对句法) –能够经得起生命
中各类打击以及邪恶势力 的避难所是赖于对神的敬畏！


理解信心

何谓大有倚靠？ – 这里的 “倚靠”和 21：22 以及 22：19
中的意义一样。即 “迅速逃到避难所”。这里所强调的是
迅速因为时间不多了。敬畏耶和华使信徒得着坚实与即
时的倚靠。他不再行恶。当他得罪了神，必定即刻悔改
因为他不要神的忿怒降临。他不惧怕人。他不屈服于诱
惑之下。
神的儿女必有避难之处 – 神的儿女必能寻到避难所。就
是让他们逃避并躲藏的地方。这里强调的是危险当头必
须赶紧行动。这个避难所能够即时出现在那些心中敬畏
神的儿女面前。
续（第 9 页）

IV. 正确的倚靠能保卫 – 箴言 3：21 – 26， “我儿，要谨守真智
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22 这样，他必作你的生
命，颈项的美饰。 23 你就坦然行路，不至碰脚。 24 你躺
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 25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
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26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
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 第 21 节里的 “他”指的是
“智慧、聪明和知识。” 第 19 和 20 第针对这些神的话语作如此
的解释。智慧就是知识的应用。在适当的生活境遇上应用正确
的经文。生活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神的话语所没有提及的。聪明
指的是 “智能”，就是掌控局面的能力。知识的意思是 “因为见
过所以知道”。因此这里指的是真实与正确的知识。


不要放弃神的话语 – 第 21 节 (同义对句法) 置人的责任
为首。倘若信徒不服从神的话语，意味着他离弃了神的
话语而不是神的话语离他而去。
这节中的 “守”有异于第 26 节的 “守”。这里是 “藏起来”
的意思。信徒若不把神的话语藏在他心中，它必离开他
的眼目。神的话语就是所谓的 “真智慧”，就是聪明的领
悟，就是心里有真理与 “辨别能力”，即 “判断力或远
见”。当一个信徒行事为人都按着神的真理，那么他的
生活往往是美好的。

-- 下主日待续 --

主内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