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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1.“大难临头大难临头大难临头大难临头” 的预兆的预兆的预兆的预兆 

根据 2013年 6月 30日路透社的报导，在新加坡芳林公园 “演说者

角落” 举行的 “粉红点” 公开集会吸引了 21，000民众，这说明了新

加坡人民越来越关注 “同性恋权益”。其中一个出席团的领袖认为这

也表示越来越多人支持 “同性恋”活动，他说 “无论是属于哪一种性

取向，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 

 
新加坡刑事法第 377A条文视 “同性同居” 为违法，不过这条文很少

被动用。但是最近有一对同性件侣林明创 (Gary Lim) 和朱文良 

(Kenneth Chee) 挑战该律法却被驳回。目前他们聘请英国王室法律

顾问提出诉讼。这可能异致第 377A条文被废除。这场高等法院案

件是这场高等法院案件是今人关注的。无论结果如何，都是 “大难

临头” 的预兆。新加坡迟早会被 “同性恋权益” 的浪潮冲击而跟上世

界的走向。 

 

2. “更改条例似乎还不是时候更改条例似乎还不是时候更改条例似乎还不是时候更改条例似乎还不是时候” 

新加坡国会在几年前曾经考虑修改同性恋法令。但是经过一番辩论

后被搁置。修改第 377A条文在当时仍然不适当。目前同样的问题

又造成了 “热门” 的辩论和集会，不过有位学者作出如此的观察， 

“看来新加坡政府认为修改律法的时日未到，因为大多数的新加坡

人民仍然很保守。” 

 
但是假以时日这个趋势必定加强。有了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的援助，

加上奥巴马总统自由化的倾向，这对同性伴侣的上诉，让我们拭目

以待。再看看神的话语： “…好像罗得的日子…到罗得出所多玛的

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路加福音

17：28 – 29) 

 
我们的主预告罗得的日子将会再来，到时 “同性恋” 情况猖獗，触

发神的 忿怒 – 神就以火和硫磺来毁灭。 

 
世界末日与主的再来近了，比你想象中还近。到时，同性恋再也不

得享受 “快乐的日子”，而是从天降下的神之忿怒，那时候就无路可

逃了。 “同性恋权益” 将面对神的忿怒！所见的将是造物主的公义

权柄。对于那些有  “同性恋倾向”的，我们衷心地说， “归向我们的

神，祂正等待着祂所造之物转向公义 – 在审判来临之前！” 

 
3.互联网文章摘录互联网文章摘录互联网文章摘录互联网文章摘录 

   新加坡同性恋首次群众集会新加坡同性恋首次群众集会新加坡同性恋首次群众集会新加坡同性恋首次群众集会       英国广播电台新加坡台 

 

大约 2，500个身穿粉红色衣装的同性恋支持者于星期六聚集在新

加坡的一个公园，从附近的建筑物，可以拍摄到他们所形成的一个

粉红点。主办者申明举办这项活动是为了表迏任何一种性取向之间



  

 

各种形式的爱。这是自新加坡于去年放松了公众集会律法之后才能

举办的集会。目前只要不涉及种族或宗教的公众集会是可以公开进

行。根据一位苏先生的网站 (pinkdot.sg)，这个集会并不是要向政府

公开发表政治信息。 “这并不是抗议或者政治集会。这项活动是为

了呼吁一般的新加坡人 – 支持我们在不拘任何性取向之下，对爱的

多元化与自由性的尊重。” 

 
在场的杂志出版商谢先生 (Gilbert Cheah)，回国之前在美国是同性

权益的积极分子。他说新加坡本来非常抑制和反对同性恋，但是经

过了漫长的 10年，才有这样的现象。 “同性恋的空间加大了：夜总

会、酒吧到处林立，这一类的生意在 80、9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最近在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的 “不可儿戏” 中反串布拉克内

尔女 士(Lady Bracknell)的 新加坡演员兼制作者王爱仁 (Ivan 

Heng)，是本地戏剧圈中的闻名人士，也是现场群众中许多熟悉面

孔之一。 “这的确是个壮举。” 他说 ， “我认为无论政府的想法如

何，新加坡人非常能够理解多元化。” 但是他也承认政府允许新加

坡同性恋者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却又视之为 “违反律法” 是 “异常现

象”。 

 
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终于能够不必担心当局干涉他们的活动。但

是，根据原有的条例，外国人要主办公开集会仍然必须申请准证。 

 
根据负责粉红点集会场所演讲者角落的新加坡国家公园局，本地的

主办者可以上网注册并立刻进行活动。 

 
国家公园局的卡栋·拉帝夫说， “这里的活动可以日以继夜地进行。

我们的管理人员对这地方的巡逻并不比其他公园来得勤。”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7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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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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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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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是我已经学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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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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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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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第第第第 18181818 章到第章到第章到第章到第 22222222 章章章章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 接续（14/7/2013） 

 
启发课程的联系启发课程的联系启发课程的联系启发课程的联系 – 仅仅因为罗马天主教徒采用启发课程并不足

以判定这个课程是不好的，但是却足以向信徒敲起警钟，一个

以人为本的信仰岂肯认同一个 “以神为主”的课程。创办人的见

证说明了一切。 2012年受访于威洛·克里克教会 (Willow Creek) 

的催化事工时，甘力克说， “启发课程在各个宗派教会运行。

在天主教教会发展得最快。全世界共有十亿天主教徒，其中多

数在拉丁美洲，在法国，99%是天主教徒。无论是什么宗派，

启发课程是一样的。启发课程持守我们一致同意的基督信仰基

本要理：耶稣、十字架、复活、圣经、祷告。使我们共同合一

的肯定多过使我们分歧的。我们注重使我们合一的。在世人面

前我们是统一的。在基督的各个不同肢体当中 – 长老会、浸信

会、路德会、无宗派、天主教会、五旬节教会、保加利亚正教

会、科普特正教会 – 启发课程划掉所有分歧。无论什么教会，

启发课程坚守同样项目：聚餐、福音指导、小组讨论。福音是

永不改变的。这是神的大能。启发课程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圣

灵的运作。我们还不甚肯定启发课程何以能奏效，事实却是如

此。”  
 
［ http://apprising.org/2013/01/08/nicky-gumbel-tells-alpha-course-

attendees-go-back-to-your-catholic-parish/］难道甘力克不晓得罗

马天主教与真正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大如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深

淵？ 

 --- 待续（第 9 页） ---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 接续（第4页） 
 
罗马天主教徒相信圣经的福音加上教会的传统。而真正的基

督徒相信唯独耶稣能拯救，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信徒所作

的一切足以彻底拯救所有的罪人。若将传统或善行混入福音

信息就使福音转变成假福音。这个真理是绝不能折衷的。甘

力克可能知道或许不知道。如果他晓得的话，那么，他得为

他 “遮掩”事实、并蓄意遗漏如此重要的神之话语的意义让无

知、没有识别力之士阅读了甘力克的 “一半”福音之过负更大

的责任！ 

 
麦可·潘夫 (Michael J Penfold)准 确地观察后警告说， “令人感

到惊讶的是甘力克从未解释善行并不能拯救。身为英国教会

的助理牧师，他当知道来上启发课程的一般圣公会或天主教

徒都相信命名礼、受洗礼、告解、上弥撒、会友制、坚信礼

以及行善能让他们上天堂。甘力克是否针对这些重要课题作

出解释？很可悲的，并没有 – 甚至没有解释 ‘恩典’ 和 ‘工作’ 

之间的不同。甘力克从未阐释救恩的基本真理是 ‘单凭信、单

靠恩典、单在基督里得救’。无可置疑这必定是罗马天主教可

以接受启发课程的原因之一。    --- 待续（夹页 A）---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接续（第 9 页） 

 
天主教主教安布罗斯·格里菲思 (Ambrose Griffiths) 赞扬启发课程因

为这是一个 “非常有力的传福音途径…它不含任何与天主教教义相

抵触的教导。 
”千千万万的罗马天主教徒已经完成启发课程、作了决志祷告、领

受 ‘圣灵’ 并说方言，根本没有觉察到念珠、向马利亚祷告、向神

父告解、七件圣事皆非属圣经的 “善事”，不但不能因此得着救恩 

，更是神所憎恨的。倘若启发课程的天主教徒在 “委身” 于启发课

程后仍然继续参与弥撒中的感恩祭和崇拜罗马行善的系统，那么

又如何能从主耶稣一次过的舍身蒙福。最妙的是甘力克承认在人

生问题部分关于洗礼和圣餐的解释都是为配合让天主教徒和福音

派使用而书写出来的。2004年 2月，甘力克在梵谛冈教皇观众中

心与教宗握过手之后说， “能参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我的至高

荣耀，他为了让福音广传天下付出了许多…使我们共同合一的肯

定多过我们的分歧。” (启发新闻资讯，2004年 3月 – 6月版) 

 

 

 

 

 

 … 待续（第夹页B）…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接续（第夹页 A）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 接受耶稣基督福音一生一世走在小路上，直到抵迏窄门引

到永生。那宣称是基督徒却一生一世走在大路上，直通宽门引到 

永远的死亡，并进入地狱之火，那火是不灭的。写一个关于救恩

的单张或手册并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在说笑。倘若歪曲了救恩的

意义，使到阅读者相信当中的信息结果死后在审判日被定罪。他

们上不了天堂反而永远在地狱里！可悲的是，甘力克在他所写的

单张 “为什么信耶稣?”中淡化了福音信息。他或许是诚心诚意希

望更多人相信基督，但是却淡化了福音信息，因此改变了整个信

息，这不是正确的方式。事实上，如果 “为什么信耶稣”确实是代

表了甘力克的整套神学和福音，那么，他的启发课程弊多于利。

那些接受甘力克的福音以及他的神学理论的应该即刻停止并且向

还在采用和支持启发课程的发出警惕。启发课程误导罪人以为他

已经和神建立关系而实际上他还是神的敌人。启发课程并非在基

督里的新生命的开始，不幸地却是引向生命结束的开端。罪人必

须拒绝启发课程而单单转向耶稣基督，就是阿拉法和俄梅戞，归

向祂并照着圣经的指示接受祂为个人救主。罪人不是按照自己心

意就能被圣灵的大能转变成圣。唯有按照神的心意才能成就。甘

力克所描述的福音完全没有合乎神的圣经准则。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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