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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录        2021 年 9月19日  

经文: 以赛亚书27 

 

出酒的葡萄园 
 

第二首歌 

 以赛亚写的第一首歌《以赛亚书5》是一首悲

伤的歌。他写了第二首歌《以赛亚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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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 

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 

我就勇往直前，把她一同焚烧。 

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她与我和好；愿她与

我和好！” 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以赛亚书 27:2-6》 
 

第二首歌的特点 

 以下是值得注意得： 
 

1. 歌名：“出酒的葡萄园” 

2. 主的参与 

a) 祂是栽培葡萄树的人 《约翰福音John 15:1》 

b) 祂承诺: 

 i) 看守葡萄园 

 ii) 浇灌  

 iii)昼夜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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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敌人 

a) 与主交战 

b) 设荆棘蒺藜 

c)主会把它们一同焚烧 
 

对所有人的挑战 

 主对所有信祂的人的话： 

 

1. 致所有信靠主的人 

a) 在主里找到力量 

b) 祂确实会给予力量 
 

2. 致所有离开的人 

a) 与主和好 

b) 祂会给他们平安 
 

3. 致所有的新人 

a) 要在主里扎根 

b) 要发芽开花 

c) 要果实必充满世界 
 

 让我们受感动，将上帝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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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专栏 
 

欢迎来到伯大尼 

我们很高兴你们选择与我们一起崇拜主耶稣！愿您

的心通过崇拜得到鼓励！ 
 

深切地慰问 
# 1.  

Mark 和 Mitch 牧师的母亲在2021年9月7日过世。我

们向他们表示深切得慰问。Wong Mee Neun女士享

年87 岁。 
 

# 2. 

我们也向Sng家 (Sng太太、儿子Yu Jen、Wei Jen和

Shao Jen及他们的家人)表示深切得慰问。Jimmy Sng

医生在2021年9月9日受召回天家。他享年85 岁. 
 

年长人士的特别专栏 

亚萨的训诲诗 

“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

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诗篇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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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萨 

a) 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利未人 

b) 他担任助理祭司，是利未人的领导 
 

2.  身为年长和资深的利未人，他扮演了许多重要的

角色 

a) 老师 

b) 导师 

c) 诗人 
 

3.  给予年长人士的挑战 

a)  让亚萨的榜样鼓励他们 

b)对许多更年轻的人来说，亚萨的生活是具意义

的 
 

4.  他的写作 

a) 来自得来的知识 

b) 通过生活的经历得以加强 

c) 他力求以自己的技能，教导他人 

i) 他可以用比喻（故事）来教导 

ii) 也可以通过谜语来教学（古时的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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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和诚实崇拜祂 
 

诗篇 119:91-92 

“天地照祢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祢的仆役。我

若不是喜爱祢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1.  神的安排 

a) 它们统领一切 

b) 并继续作为“上帝的仆役” 

 

温暖人心的信 

亲爱的伯大尼牧师和执事们： 
 

上周，我们敬爱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回到天父家

中。我们对伯大尼每个人给予的关心、爱戴和支持

深表感激。 
 

我们特别要感谢陈牧师主持了2021年9月3日（星期

五）的追悼会。我们也要感谢牧师团队、执事们和

音响视频团队成员的爱心支援。对所收到的礼物、

慰问和安慰，我们深切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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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记圣经        2021: 今天， 九月十九日 

 

约翰福音 16:22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

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1. 忧愁 

a) 偶尔会感觉到 

b) 例如，死亡会带来忧愁 

 

2. 喜乐 

a) 但是喜乐是上帝能够并且愿意给予的 

b) 上帝会给予我们永恒并无人能夺走的喜乐 
 

2. 上帝的律法 

a) 是为了取悦我们的心 

b) 它们会在我们苦难时扶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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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敬畏上帝的人所拥有的产业 

（译自英文原诗） 
 

让我们感激能有信心去相信， 

上帝会给我们特别的产业。 

相信上帝的人就会敬畏祂， 

他们会对上帝有崇高的尊敬。 
 

这份产业有许多特征， 

其中一个是有福的长寿。 

主会赐予美好的祝福， 

长寿和富有果子的生命是充满荣耀的。 
 

上帝会提供极需的慈爱， 

祂会帮助我们正直地行走。 

祂也会给予深奥的真理， 

这是来自天堂的知识。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喜悦， 

让我们选择“歌颂”！ 

让我们永远赐福上帝的名， 

祂所给予的产业的确是珍贵的！  
 

《诗篇61:5-8》受启发而作 

作者：陈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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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故事  

- 陈金树 

 

我是陈金树。今年十月我就90岁了。这是上帝如何以怜悯

和慈爱待我的人生故事。 
 

我的早年 

我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我有9个兄弟姐妹。 
 

我是一个喜爱户外又好动的人。我喜欢大海，经常骑脚车

到新加坡不同的地方游泳。我甚至骑过脚踏车过柔佛长提

到马来西亚水域游泳！ 
 

我没有完成中学教育，因为家里的生意需要我帮忙。之

后，我成为一名电工，在大众钢铁厂工作，直到退休。 
 

我早期的信心 

还没认识上帝之前，祂已经至少两次救了我的性命！长话

短说，我常骑摩托车去裕廊上班。 
 

有一次，我因试图避开一条冲过马路的野狗，从摩托车上

摔了下来。 
 

又有一次，当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侯，我被货车上飞

落的一块木板撞到。 
 

这两次事故中，我都有可能丧命，幸好只是几处骨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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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我真感谢上帝对我的保佑。 
 

自从我们的孩子成为基督徒后，我们开始对基督教有更深

一层的认识。 
 

尽管我通过朋友接触到不同的宗教，我仍然感觉到空虚。

没有什么可以寄托的。我经常想，我的孩子比我受过更多

的教育，自己也应该考虑跟着他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决定跟随我的长女莉莉到伯大尼堂去。我记得去了蔡

厝港的伯大尼两次。 
 

听过陈牧师讲道。我觉得他所说的是合乎逻辑的，对我也

有好处。 
 

我继续参加伯大尼教会，在1999年的复活节那天受洗。 
 

新的信心 

上帝没有答应我们一但成为基督徒后，生活会一帆风顺。

但是上帝答应祂会与我们同在。 
 

心脏瓣膜置换 

2017年9月，我被诊断患有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阻碍了血

液从心脏流出。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心力衰竭甚

至死亡。我本应该感到胸痛和呼吸困难，但是我却没有任

何症状。真感谢上帝对我那么好！然而，我还是得进行心

脏手术，值入人造心脏瓣膜。 
 

由于我的年纪大了，手术会有风险，我感到害怕。还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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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教会为我祷告。上帝的话语也带给了我安慰和信心。 
 

我感谢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让我的心脏手术成功，没

有任何并发症，恢复得很顺利。上帝的的慈悲和慈爱确实

了不起！ 
 

急性心力衰竭 

在2020年9月，我因为突发性的心脏和呼吸衰竭入院，在加

护病房（ICU）住了几个星期。 
 

当时，我的喉咙插管，只有在生靠着机器维持生命。我在

NUH和亚历山大医院住了近两个月。 
 

上帝及时的干预 

我本可能在家里膨蝰，但上帝美好的时间安排让我到医院

就医时才发生。 
 

上帝以我同在 

在ICU病房里，我需靠喉咙插管，不能自己呼吸。在这最

黑暗的时刻，就如行过死荫的幽谷。不过，我不怕害怕。

因为上帝以我同在。祂将我隐藏在祂翅膀的荫下。 
 

诗篇17：8 

“求祢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祢翅膀

的荫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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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伯大尼的大家庭。特别感谢我们的牧

师和许多教会弟兄，他们在关键时刻为我们祷告。 
 

上帝已经回应我们的祷告。祂是一位真实的上帝，在我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祂会时时帮助我们的。 
 

我们的上帝的确伟大。当我们遇到困难时，祂会保护我

们。我的确感谢上帝，赞美祂对我的怜悯和慈爱。 



13 

这是我的故事 

杨亚玉 

 

我是杨亚玉。今年十二月就85岁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到

今天。上帝赐给了我一个大家庭，6个孩子和14个孙子。今

天，我想分享上帝对我极大的怜悯和慈爱。 
 

成长岁月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失去了父亲，当时他被日本士兵带

走，再也没有回来。生活很苦，我们平时吃的是酱油配稀

饭，连木薯皮也不能浪费。 
 

当我大约6-7岁时，我和哥哥到各家门户卖“油条”。因为我

是女孩，我没有机会上学。家里也很穷，我的兄弟也不得

不停止学业。后来，我当了工厂手工和女佣，直到我结婚

生子。 
 

抚养六个孩子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我的

孩子都很乖和听话，年长的姐妹帮助照顾了年幼的孩子。 
 

虽然我当时不认识上帝，上帝仍赐我怜悯和恩典。 
 

建立信心 

当我们的孩子成为基督徒后，我们开始对基督教有更深一

层的认识。 
 

第一个成为基督徒是我的长女莉莉（Lily）。我并没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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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但有时因她拒绝烧香和不吃奉献给偶像和祖先的食

物，我会一点不高兴。随后，我其余的孩子也成为了基督

徒。 
 

有一天，我向我的丈夫感叹，死后没有人会为我们烧香。

也许，我们也应该跟从孩子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开始

上伯大尼堂的崇拜，以更理解基督教。 
 

我发现上帝是善良的。当我们祷告，祂会帮助我们。我们

对信主这个决定也感到很安心，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

成为基督后，很懂事也很孝顺。 
 

我和我的丈夫在1999年的复活节受洗了。 
 

起初的信心 

成为基督徒后，生活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但我的心感到平

安和安慰多了，因为上帝是我的力量和帮助。在我晚年

里，我面对了许多健康问题，这些挑战极大地考验了我对

上帝的信心。 
 

凭信心面对挑战 

在2008年，我因跌倒，头部受伤入医院。住院时，我的头

很疼，医生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头部受伤引起的。庆幸的

是，当时Yeo Kim Teck医生探望了我，发现其实我是急性

青光眼正发作。 
 

我在半夜动了紧急手术，才救了我的眼睛。我感谢上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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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祂的“使者” 保住了我的视力。 
     

在2016年，我被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病。这疾病逐渐影响我

日常生活各方各面，是一条艰难的路。我夜晚失眠，肌肉

无力，神经麻木。这些状况不断地折磨我。有时候，我会

很烦恼，希望上帝尽快带我回天家。但是上帝自有祂的安

排。因此，我学习继续信靠祂。 
 

我每天自我提醒要数算上帝对我的恩典。我感谢上帝，我

没有卧床不起，还能走动！我也感谢上帝的一切供应，能

负担的起我的药费。 
 

坚强的信心 

我和家人在2020年面对更多的健康挑战。 
 

我五月份因脚的皮肤病“蜂窝织炎”住院，过后在九月因呼

吸困难再次住院。当时，由于冠状病毒的传播，家人无法

探望我。在那段孤独和无助的时期，我祷告寻求上帝，祂

的话语成了我的力量和安慰。 
 

更糟的是，我后来被确诊患了后期的肺癌。当情况似乎绝

望的时候，医生找到了一种适合我的药。庆幸的是这新的

药对我病情有效，我才能够活命见证上帝的慈爱。 
 

经历上帝的安慰 

上帝是真实的。有上帝的话语使我感到安慰。把上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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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隐藏在我心里，对我有很大帮助。每天晚上，我入睡前

都会背诵我最喜欢的诗句，提醒自己上帝的应许。 
 

诗篇28：7是我最喜欢的经节。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祂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祂。 
 

当我感到脆弱时，我仰望上帝。祂是我的力量。 

上帝是我的盾牌。我有几次差点严重摔倒。每次，我感谢

上帝保护了我。遇到困难时，上帝是我的帮助。我学会信

靠祂。 

 

我心中的歌 

我的孩子们介绍了一些敬拜歌曲，帮助我专注于上帝。他

们制作了视频给我看。我的小儿子亲自录制了福建歌曲

《牵我的手》和《真正好》让我听。 
 

我不怕死亡，我只怕身上的病痛。但是，我知道上帝完美

的时间安排，我必须等后祂。我相信，时机成熟时，上帝

就会牵着我的手，带我回天家。 
 
 



人便为有福－诗篇 

第八十日 
 

经文：诗篇 49 

 

“我要侧耳听比喻…”《诗篇49:4a》 

 

一个十分出色的方法 

很少有老师采用可拉之子采取的这种方法。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

赞的方法，它绝妙地说明了他们是寻求智慧的人。 

 

“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 

《诗篇49:4a》 

 

1. “ 我要侧耳听比喻” 

a）诗人有权视己为富有智慧著作的老师。 

b）但是他视己为一位学习者。 

c）他深深的致力于学习： 

i）他在教书时也学习。 

ii）他在表达自己思想时也进一步沉思。 

iii）他致力于获得更深入、更深远的了解。 

iv）他认识到自己必须永远是一个热衷学习的学生。 

v）他试图理解其他谚语，以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智慧。 

 

 

 



2. “我用琴解谜语” 

a）深刻的思想是绝不容易理解的。 

b）它们有时被称为“谜语”（意思是“晦涩难懂”）。 

c）发现智慧的人必须致力于披露或分享他所发现的东西。 

d）可拉的儿子有一个优势……他们精通音乐。 

e）他们表示致力于帮助人们通过创作歌曲（例如伴奏竖琴）

来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