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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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事：黄玉莲姐妹 

2013年主题: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2013亲爱的读者， 

1.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 BPCWA 的事奉 

 “时光飞逝”这句古话是何等真实贴切！很快的，我们的柏斯之旅将

近尾声。今天上午 （30.9.2013）我们到安老院探访阿诺特太太 

（Mrs Arnott, 阿诺特长老的遗孀）。我们一行八人被接待到一间非

常宁静的私人起居室，很适合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唱 “家庭崇拜”中的诗歌，我以神的话语 － 诗篇 27:4 作为勉

励。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

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接着，我们领受圣餐，我阅读哥林多前书 11：23-26，并由黄林强长

老 (Elder James Wong) 和马可 海亚特弟兄 (Mark Heath) 带领祷

告。之后，我们向阿诺特太太告别。 

2. 新航 SIA 的盛情款待 

这一趟出门有水庆弟兄 (Brother Jui Keng)和丽馨姐妹 (Sister 

Doreen)作伴。我们为 BPCWA 带了 11包的书刊，行李总共超重 30公

斤。感谢神有水庆弟兄和丽馨姐妹的同行，他们真的帮了好大的忙，

感谢神，让我享受从未有过的舒适旅途。 

 

我被升等到 “商务舱”。在进入机舱之际，新航飞行主管以惯常的热

情欢迎我，甚至称呼我的名字（让我自觉是 “贵宾”）然后带领我到

靠窗的座位。（如此的 “服务素质”让新航能够名列世界航空公司榜

首之中 ，但愿我们的接待员能向他们学习而得益，不费功夫地赢取朋

友！） 

 

如往常一样，新航机舱服务员非常专心、有礼、乐于助人。他们的一

举一动深得人心（有益于新航的利润）。飞航时，机舱主管来和我闲

聊。“杜医生，我注意到您行走时有点不稳。到柏斯机场时需要我们

安排援助吗？”我推谢了他的好意并打开了话匣子。 

  

“你的心地很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马上从口袋中取出名片：

甘兴  （Kam Shing Colin）－ 机舱主管。我们就聊了起来，他是个

很好的聆听者。我向他介绍福音，希望他会聆听。出乎意料之外，他

很用心地听并作出反应。很明显的，他的生命有空虚之处，就是对于

生命的意义和结局、永恒生命、今生之后是什么之类严肃问题的理解. 

 

甘兴先生很感兴趣地听着，也准备继续探查这些问题。他似乎想要多

了解一些，我答应会写给他。这次的接触会结出果子吗？我们希望会 

，只有神知道，不过我尽了本分。我收住名片，以待下个星期三 

（2.10.13）回新加坡后再作打算。亲爱的读者，请为我祷告。回去之

后，我将采取行动。 

 

3.“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神的话语的影响力超越人们的想象力。这是使徒彼得所写的经文，让

我引述全文：“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

救。” 



  

 

(彼得前书 2：2) 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 （希伯来书 4:12），能够透入

那些在沉睡中的男女并激励他们阅读和背诵经文。让他们脱离那消

极、无益的睡眠状态，以便付诸行动，学习和背诵生命之道。 

 

60多年前，在 1954年，当我担任生命堂主日学监督时，我以 “经文

背诵卡” （其他主日学教材之外）挑战主日学学生背诵 100张卡。在

阅读和背诵的同时，生命被改变也受挑战，许多学生带他们的朋友和

兄弟姐妹来主日学。在两年之内，主日学人数从 80增加到 250！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诗篇 119:97) “终日不住地思想。” 

诗人如此说。当神的话语进入心中，它能够激励并改变：这就是神的

话语之神奇大能。 

 

你相信吗？不妨试一试，你将获得意外的惊喜！ 

 
4.他们获颁激励奖 

在 2013 年 9月 29日的主日，十几位男女儿童获奖，这是用以鼓励他

们所作出的努力。最年轻的是一位 5岁的女孩，她得攀上讲台领奖。 

 

教会中的其他会员也在学习和背诵。 谨记：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

有功效的！”它能克服顽固的怠惰！也能化解阻力和冷漠 （撒旦的作

为 

）并激励懒散的心思，激发灵命，兴起对神的真理的喜好！ 

 

亲爱的读者，你是否已经开始这个 ABC 课程？若还没有，今天就开始

吧 

！从一段经文开始。很快的，你会为神的话语的作为感到惊叹！愿神

祝福我们之中的每一位！ 

 

我们将于两天后回家。我们主日再见！愿神祝福你们！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10 月份） 

 

灵命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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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句背诵 

（诗篇 34:7-8）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诗篇 127:1）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第 36 章到第 40 章 

 

 

 

 

 

 



  

 

 真 正 的 归 主  -  改变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 5：17) 

 
就如上周所说，真正归主的关键在于改变。一个人若是真正信靠

神而归向主，而且在生活上表现出来，那完全是神的作为， 

毕竟这是神在作工，赐予人信心与悔改。一个人若是在生命上真

正有如此表现，那么他就是新造的人。就如保罗贴切地形容这转

变 “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的了。” (哥林多后书 5：17)  

 
要注意的是，如此的改变，即成为新造的人，是发出内心的。这

不是纯粹绳以纪律或自发的意志所能作到的。乃是神藉着圣灵所

赐的信心与悔改而成的。旧人的不道德行为暴露在他的生活上，

而他却不觉察到他的错误，圣灵会降临扎心使他对自己的罪行有

所悔悟，以致于厌恶过去所恋的罪行而悔改。虽然他的本意是拒

绝认同神的存在并藐视基督的牺牲价值，但是神的恩典能摒除他

在属灵上的愚昧而看到神的话语中的真理，并赐他信靠基督的信

心。结果，他的心完全更新。他心中所愿以及动力完全有了新方

向，过去所寻求的享乐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眼界大开，心灵所

向是一个属灵的新领域。现在只想取悦神而不是取悦自己。他为

正义事奉而不再作罪的奴仆。就如保罗在得救时的呐喊，我们也

要如此呼唤 “主啊！什么是你要我所当作的事？”  (使徒行传

(9：6) 

 

…待续（第 9 页） 

 

 

 

 

 真 正 的 归 主  -  改变  

 

 
 

接续（第 4 页） 

 

所以一个已经归主的信徒的更换之心会带来生活上的转变。这

可能不是即刻的改变，因为新信徒还有许多当学习的。然而，

他要乐意接受指正，真心诚意地纠正生活上的一切错误行为。

他为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而欢欣，并开始积极地寻求与主交

通。这些都是新造的人的标记。他也逐渐对神的话语有爱慕之

心，并渴望荣耀祂。他将逐步找出更多生活上的罪行并积极地

一一纠正改过。他喜欢与神的子民为伍，并乐于与同信仰的团

契。他将要尽其所能开始事奉神。他渴望出去与别人分享他所

领受的美好信息。 

 
就如耶稣稣在种子的比喻的教导，真正的信心肯定能结出果

实，因为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

道明白了，後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

的。” (马太福音 13：23) 。我们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即

宣称自己已归主，那么我们能呈献什么样的果子呢？倘若你说

你已得重生，有真正的信心并已悔改，这一切是否都反映在你

的生活上？你更新的心是否尽力渴望取悦神？你是个憎恨罪

恶、爱神的新造的人吗？你可否信心十足、很确实地宣称你是

真正的基督徒？我衷心地希望你们都是如此。 
 

 

 

 

                      主内许凌康传道 

 

 

 



  

 

 诗篇六篇 “耶和华啊，求袮搭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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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已经昏花凹陷，因为每夜流泪而憔悴了。这都因为

他非常伤心，这是敌人刻意伤害造成的。他们很可能用尽各种手段奚

落、攻击他，使他灰心丧胆。他们的挑衅是要破坏大卫对神的信心。大

卫拒绝屈服于这些试探和嘲笑。 

 

…待续（第夹页B） 

 

 

 诗篇六篇 “耶和华啊，求袮搭救我！”  

 

 接续（第夹页 A） 

大卫渴望称谢神。不过，若耶和华不及时拯救，若他郁郁而死，那他

就不能在有生之年这么做了。在悲痛忧伤之际要称谢神，大卫感到十

分困难。他知道那些渴求神拯救的，都是那顺服神并为信心遭逼迫的

人。大卫正经历这般逼迫。他急需耶和华的拯救，好让他在经历耶和

华的怜悯后，能真心称谢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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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2010年英语崇拜周刊（郭全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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