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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录        2021 年 11月28日  

经文:彼得后书3:1-2 

 

“提醒你们” 

彼得的书信 

 主以多种方式传达他的话语。其中一种是通过

他的使徒。使徒彼得给他的读者写了第二封信，提

醒他们主的话语。 

 



2 

“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彼得后书 3:1-2》 

 

1. “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

信。” 

a)  每封书信都是写给“亲爱的”弟兄们 

b)  他们是拥有共同信念的信徒 

c)  写第一封书信是为了鼓励所有受苦的人 

d)  写第二封书信是为了帮助弟兄们抵御假教师 
 

2. “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a)  彼得“提醒”他的读者 

b)  “激发”： 

 i)  觉醒 

ii) 变得有警觉 

c)  “诚实的心” 

i)  真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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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心灵需要神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突出两组特定的上帝仆人： 
 

1.  “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 

a) 上帝差遣先知们带着神圣的信息 

b) 他们的话语来自主 
 

2.  “主救主的命令” 

a) 主耶稣基督的使徒 

b) 他们的话被视为“命令” 

 

我们的挑战 

 让我们思考如何建立我们的信心，直到它变得

坚定和稳定。 

公告专栏 
 

欢迎到伯大尼堂 

我们很高兴您今天选择与我们一起崇拜主耶稣。愿

您在主里的信心通过崇拜进一步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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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大尼幼儿园关闭 

1. 伯大尼幼儿园已正式关闭。 

2. 学校的最后一天是2021年11月19日。 

3. 感谢所有参与伯大尼幼儿园事工的人 

a) 伯大尼幼儿园执委 

i) Mr Kevin Kwok 
ii) Mr Daniel Ou 
iii) Mr Jacob Chacko 
iv) Mrs Ng Lay Eng 
v) Dr Tan Peng Hui 

b) 伯大尼幼儿园职员 

i) 校长 
   Mrs Chua Eng Hwee 

ii) 副校长 
   Mrs Hoo Lian Tee 
iii) Mrs Lip Lay Thaver 
iv) Mrs Jermaine Tang 
v) Mrs Ainsley Charles 
vi) Ms Peh Ying Sui 

 

年长者新事工 

1.  我们将在2022年开启新的年长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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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的首个主题是由我们的信心所启发：“同得

一样宝贵信心”《彼得后书1：1》 

3.  信心启发了许多著名画家的举世佳作 

4.  “最后的晚餐”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 

5.  数字彩色 

您也能尝试彩绘“最后的晚餐”！ 

6. 聚会日期 

每逢周二和周四 

7. 时间 

早上9点30分至11点30分 

8. 地点 

伯大尼团契厅 

9. 日期 

2022年1月4日（周二） 

2022年1月6日（周四） 

请事先报名。 

 

深切地慰问 

我们为Lee Kum Seng 夫妇父亲（Mr Lee Bee Chow）

的离世表示哀悼。Mr Lee Bee Chow 在2021年11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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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回天家与主同在，享年101岁。 

 
 

年长人士的特别专栏 

“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

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加

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

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 

《诗篇 78:26-29》 
 

1. 背景 

a) 以色列的子民们在旷野 

b) 上帝给予他们吗哪和水 

c) 但以色列人抱怨没肉吃 

d) 他们质疑上帝供给的能力 
 

2. 上帝立即回复他们 

a) 祂展示祂的大能 

用心灵和诚实崇拜祂 
 

诗篇 119:111-112 

“我以祢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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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记圣经   今天：2021，十一月二十八日 
 

路加福音 1:37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  
 

1.  对上帝而言没有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a) 对于应验祂的预言 

b) 这是经文的实际含义 

 

2. 让我们接受挑战 

a) 更深入地认识上帝的话语 

b) 相信祂的话语能够应验 
       

的。我的心专向祢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1. 在圣经里的法度 

   a) 它们被珍视为“永远的产业” 

   b) 它们给心灵带来许多的喜乐 
 

2. 心的倾向 

   a) 执行上帝的律例所教导的 

   b) 这是一生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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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你若信 

（译自英文原诗） 
 

认识并相信主耶稣是美妙的； 

拉撒路、马大和马利亚在上帝里有真正的信心。 

他们向主耶稣敞开了自己的家和心扉； 

能让祂在他们家里用餐和休息是一种祝福。 
 

一天，拉撒路病重，出乎意料地丧了命； 

主没有及时来立即医治拉撒路。 

马大和马利亚的心都碎了； 

她们痛苦地哭泣，她们悲叹着。 
 

主耶稣来到她们前，鼓励她们相信； 

但是悲伤已经悄悄袭来，祂的话并没有带来任何缓解。 

要是她们完全相信主可畏的大能； 

她们就可以相信上帝的大能！ 
 

我们不会责怪马大和马利亚所感受的悲伤； 

我们也与我们的信心挣扎，因此没有解脱。 

我们的挑战是在上帝里找到更大更深的信心； 

这将使我们能够持守主的应许！ 
 

(约翰福音11:1-44受启发而作) 

作者：陈俊成 



人便为有福－诗篇 

第九十日 
 

经文：诗篇 49 

 

“见人发财家室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诗篇49:16》 

 

从贫穷到富裕 

我们听过许多人从贫穷变得富裕的故事。我们通常不会对穷人产

生恐惧感。然而，当某人变得富有时，人们可能会受到负面影

响。 

 

“见人发财家室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

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 

《诗篇 49:16-17》 

 

1. 关于达到富裕之路的描写 

a) 一个人开始“谋生”。 

b) 他很快“发财家室增荣”。 

c) 他的家达到“荣耀”。 

d) 富人的地位似乎突然显著地增加。 

 

2.  适当的回应 

a)  没有必要害怕富人。 

b) 其他建议（诗篇 37）：- 

i) 不必感到“烦躁”（诗篇 37：1，7） 

ii) 必须信靠主 (诗篇 37:3, 5) 



iii) 最好的建议是等候主并在祂里面安息（诗篇 37:7） 

 

3.  目光要超越这短暂的世上的生命 

a) 生命很快就会结束。 

b) 死来临时，世上所有的荣耀和财富都会突然结束。 

c) 死者什么也不能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