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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亲爱的读者， 

1. “承诺”和 “许愿”： 有何不同？ 

“承诺”和 “许愿”同样是表示 “答应作 （或不作）某个事项”。 但

是 “许愿”含有向神许下庄严承诺的意思，比如对爱和忠诚作出庄严的

承诺，即在神面前立下婚姻的誓言。所以 “许愿”的含意比 “承诺”来

得庄重。不过两者皆需要忠诚和实现。 

 

在大哥杜祥辉出世时，母亲将他献给神，让他终身事奉神。母亲为什么

那么作？大哥在他的自传 <<一位母亲许愿所得之子>>中这么说： 

 

母亲为什么在众多孩子之中将我献给主？婚后三年母亲生下了姐姐。这不

能满足杜氏家族的心愿，因为根据旧式华人的传统，每个人通常都期望在

一年之内生下一个男孩。之后，在我出世之前，母亲又等了三年，使她深

感焦急。正如哈拿 （Hannah）在愁苦中向主许愿，母亲也许下同样的

愿，倘若祂赐祂婢女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 （撒母耳

记上 1:10-11）2. 母亲许的愿再次被确定 

我再次引述 <<一位母亲许愿所得之子>>一书，第 76 页： 

当宋博士作出 “全职事奉”的呼吁时，我们感受到那至高的呼召。如今

我们已找到主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完美救恩，我们岂不应该将我们的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此生事奉祂？正如保罗呼召提摩太为主事奉，宋

博士要招募的不仅是福音队伍的 “后备军”更需要能够全职事奉的 “正

规军”。当这呼召一发出，我是第一批献身中的一个。如此再次确认了母

亲所许的愿。 

 
3. 日据时期 

若不是神的干预，日本入侵东南亚可能摧毁了母亲和我所许的愿。 

在 1942-45年之间，日本行政部门提供以效仿英国法律的 “法律课程” 

给高等法院比较优越的职员。大哥被挑选修读课程，这可以成为他进入伦

敦法律学院的 “踏脚石“。 

 

在日据时期（于 1945年 8 月日本投降后结束），大哥成功地完成两年的

法律课程，因此他得以进入伦敦大学。这使得大哥重新考虑他的方向。 

遗忘了母亲所许的愿 （也是他自己的），他报读伦敦大学法学院。被伦

敦大学录取之后，他就买了船票（从新加坡往伦敦）。一切安排就緒， 

然而神„！就在这当儿（1946 年 3月），神干预了。 （祂没有忘记母亲

的 “许愿”）。 “许愿的母亲”病倒了，发高烧，这是罕见的现象，因

为母亲似乎从未生过病。 

 

尽管三位医生尽了全力，可是人的力量完全无效。五天之内，母亲就回归

天家。然而，大哥却无动于衷。于是，神付诸行动。母亲去世后五个星

期，大哥五个月大的女儿死于罕见的病症 － “肠套叠” （内肠反方向

收缩）。这粉碎了他往伦敦攻读法律的决心和计划。 

 
透过神的干预，大哥前往美国信心神学院 （Faith Seminary) 攻读神学 

  



  

 

（Dr Carl McIntire）对 “20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憧憬。一回到新加

坡，神藉着祂的仆人设立了笃信圣经长老会 （1950 年）和远东神学院 

（1962 年），这是 “20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远东的两个支柱。今天，

它们是“为着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有力见证。藉着神的至高主权， 

“一位母亲许愿所得之子”实现了母亲的奉献。一切颂赞归于至高者！阿

们！ 

 

为了记念大哥，我引述他的诗歌 “在新耶路撒冷”，就是他如今安息之

处，的歌词： 

1. 我们是奔向荣耀光明圣地天路旅客 

 黑暗中我们越过旷野漂流 

 超越天空星宿遥远之处是我们天家 

 在那新耶路撒冷。 

 

 副歌： 

 哈利路亚！天堂颂赞 

 因为信徒已回家 

 往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 

 欢欣齐高呼和散拿！ 

 来加冕万王之王！ 

 在那新„耶路撒冷! 

 

2. 在那荣耀圣地信徒聚集一堂绕宝座 

 没有叹息、眼泪、愁苦或呻吟 

 大家赞不绝口齐声唱永恒胜利凯歌 

 在那新耶路撒冷 

 

3. 我们向前趋近终于看见荣耀之圣地 

 请你同来到那美好光明城 

 你的名字是否永远记在羔羊生命册？ 

 在那新耶路撒冷。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9 月份） 

 

灵命激励 

每天灵修读经，带来提醒、安慰、鼓励和鞭策。 

透过圣经与神面对面交流。 

 

金句背诵 

金句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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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章到第 35 章 

 

 

 

 

 



  

 

 真正的归主 - 信心与悔改 (I)  

 

 
 

 

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使徒行传(20：21)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真正的归主完全是神的作为，藉着神的恩典，圣灵赐生

命给那已死在罪中的，使他更新得以重生。这过程就如以西结书

36：26 所形容的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

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但是，当一个人重生时，他的心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新约

往往将归主总括为 “信心与悔改”两方面。这就是施洗约翰、

保罗与其他使徒甚至耶稣基督本身所传讲的信息。信徒作家理查

斯 罗拔斯（Richards Roberts）正确地形容信心与悔改之间的

关系： “悔改与信心是一个转变点之两面。悔改是转离罪恶与

自己，信心是转向耶稣基督我们的义。悔改与信心两者本身并没

有什么功劳：悔改完成了页面任务，信心实现了正面任务；功劳

全在于耶稣基督与祂的死、埋葬以及复活。” 

 
为了使归主得以完成，信徒的心中非要有信心与悔改不可，这是

在传讲完全福音时非要提到的。保罗在使徒行传 20：20 - 21向

以弗所长老如此形容自己的事工， 他 “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

人家里，„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

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 待续（第 9 页） --- 

 

 

 真正的归主 - 信心与悔改 (I)  

 

 
 

--- 接续（第4页） 
 

 

两者我们缺一不可。所有得救的真正基督徒 都会彰显这两者 

。清教徒作者汤姆斯 霍生 （Thomas Watson）曾经如此写道 

“圣徒今生有两大恩惠是绝不可少的，就是信心和悔改。他凭

这两扇翅膀，飞向天堂。” 缺了其中之一，我们不能算是真正

的重生。一个人不可能在宣称完全信靠基督为救主之际，仍然

继续罕罕抓住罪恶不放。同样的，单单对生命中做错的事觉得

内疚，期望改变，却又不归向耶稣视祂为赎救的唯一盼望，也

是不完全的。 

 
倘若我们们认为自己已经是藉着神的怜悯而得救的真正信徒 

，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心，问一问自己是否有了真正的信心与

悔改。若是如此，我们的生命肯定会有改变的证据。我们能够

结出 “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 3:8) 

 ，好叫我 “藉著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雅各书 2:18) 。就如字里的含意，归主的意思就是归向主– 

就是我们已经彻底的改变并转变成新的。这不是暗地里没人知

晓，而是能即时被周围的人觉察到。随着我们与主同行的时日

增加，成圣的过程有所进展，更加认识神，我们的信心就能成

长，我们也能不断地在罪中悔改。这些是否都发生在你的生命

中呢？ 
 

 

                                              

 

 主内许凌康传道 
 

 



  

 

 理解争端     箴言3：29 - 35  

 

 接续（第 9页） 

e) 好争竞的人之成果 – 箴言 26：21， “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就

如余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象征性对句法］- “余火加炭” 

表示一块火热的炭会弄烧其他接触的炭，而 “火上加柴”指的是

新的木材碰到燃烧着的木也会烧起来。当一个文静的人接触到

好争竞 (爱吵架) 的人，后者就会煽惑争端，即挑启争论。这种

人比比皆是。远离他们，不要和他们来往，你就平安无事。 

 

f) 无法隐瞒 – 箴言 27：15 – 16，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

妇人一样；［象征性对句法］ 16  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象征性对句法］- 大雨之日指雨连续不停下

了一整天。争吵的妇人就像连连滴漏的大雨。这是 “旧人”的特

性。这种人难以被拦阻。就好像企图拦阻风一样，都是无法办

到的事。好争吵的妇人唠叨不绝。无人能让她闭嘴。一个 “右

手抓油”的人，右手满是油膏的香味，他不可能假装没有拿什

么。他右手的香气是掩盖不住的。这两种比喻所指的事实就是

争吵的妇人是无法拦阻的。一个基督徒妇女是不应该争吵的。

圣灵在她的心中运行，能够帮助她控制她的言语。要少开口，

更不可唠叨。 

 
III. 争端的结果 – 

a) 一生被毁 – 箴言 23：29 – 35 ，” 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

斗？谁有哀叹（或作：怨言）？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  

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酒发红，在杯中闪

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

蛇。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或作：淫妇）；你心必发出乖谬的

话。 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 你必说：人打我，

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

酒。” – 喝酒给酒鬼 带来的一连串罪孽是很可怕的。从祸患(哀

恸)开始，接着是忧愁 ( 深深的悲哀)，然后就有争斗(吵架)。 

 

 
理解争端     箴言3：29 - 35 

 

 

 接续（夹页 A） 
 

             当问题越来越恶化，他身边的人得承担他愚蠢行为之害。酒喝

得越多，他的生活就越失去控制。随着醉酒而来的往往就是奸

淫之罪。他无视于自己的罪孽深重。他的愚蠢行为有目共睹，

而他身陷惨境却不自觉。他对一切麻木不仁，一心只想去喝

酒。 

 

b) 从话语到鞭打 – 箴言 18：6、 “愚昧人张嘴启争端，开口招鞭

打。” ［综合性对句法］ - 愚昧人所说的话能挑启争端。他以

话破坏生活。如果他的争端之言不停止就会导致动武。一切始

于煽动怒气的言语，气言导致相互推搡，接着就挥拳大打出

手！这类事件的报导在报章或者网上不胜枚举。信徒出言务要

谨慎以免祸从口出。 

 

c) 从朋友变敌人 – 箴言 18：19 “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

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寨的门闩。” ［综合性对句法］ - 

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生活在一起。一

旦闹事，一方得罪了另一方使得彼此结怨。圣经说占取坚固之

城还容易过劝和结怨的兄弟。他们的争竞 (争斗) 有如坚寨 (宫

殿或堡垒)的门闩 。若要任何一方先道歉简直难如登天！ 

 

应用 

挑启争端不应该是信徒的标记。一个不好争竞的信徒应该远离那些好

争竞的人否则也沾上他的争闹性。若要成为一个不挑启争端的人就要

服从我们救主耶基督的登山宝训。耶稣教导我们，真正基督徒应该宽

容饶恕。 

马太福音 5：38 – 42,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39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

他打； 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41 有人强

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42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

的，不可推辞。”  

 

      郭全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