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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135：6‘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

引言
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 21：11，25 说
道‘地要大大震动
地要大大震动，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
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
也有困苦。
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
不定’。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的 9
不定
级大地震以及 10 米高海啸袭击的新
闻，震撼了世界各地。地震强大的威力
甚至影响到太平洋的夏威夷岛以及美
国西岸。之后，总共发生了超过 50 次
余震，有些强度高达 6.3 级。至今，死亡人数超过 8，500。在
这之前，东京在 3 月 5 日经历里氏 6.4 级的地震。之后，在 3
月 20 日，日本本州的岸外又发生了 5.6 级的地震。在同一天，
菲律宾也经历了里氏 6.5 级的地震。2011 年 3 月 24 日，两次的
6.8 级地震击中了东北缅甸。 泰国都感觉到震动。直今已造成
至少 74 人死亡, 另有 110 人受伤，近 390 栋建筑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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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人数至今超过 1 万 3 千人。重灾区仙台市及周围的城镇被
地震及海啸夷为平地。被海水冲上岸的还有一具具的尸体。福
岛的 4 个核电站，也因地震显示冷却机失灵而爆炸，造成放射
性泄漏的严重后果。危害到人体的放射性物质，即使在 50 公里
外也已探测到。辐射严重的后果，会波及更多人。超过 30 万居
住在福岛核电站 20 公里内的居民已经被疏散。受到这次灾难不
利影响的人民超过 100 万。海啸吞噬了日本这个属于世界第三
大经济体国家的多个城市。道路、车子、房子全被毁。股票市
场也难逃一劫。
最近日经指数已经暴跌超过百分之十、数十亿日元的钱币在一
天之内被销毁。亚洲及欧洲股市在闻声下挫几天后才回稳。保
险公司更得面对巨大的索赔额。‘
‘余震频频，
余震频频，我已经不能分辨
到底是我在摇还是地在震’
到底是我在摇还是地在震’，一名旅居日本的美国人，杰西.约
翰逊，这么说道。这就是那里的居民所感受到的真实情况。
灾难性的影响
沿岸 2100 公里的无数城市与乡村，甚至是距离地震中央好几百
米的东京，都被强烈的地震波及。在一个又先进、防灾周详的
第一世界国家里，出现了饮用水短缺、能源不足的现象。这次
这次
的地震被视为自 1900 年来，排名第 4 的大地震，也是日本这 100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南三陸町的许多房子也都倒塌了,全泡浸在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高升的水位中。（取自各项新闻报道）。
以前所发生的地震
在这之前，日本所经历最为严
重的地震，放生于 1923 年的
8.3 级的关东大地震,它夺走
了 143,000 条人命。接下来就
是 1995 年的阪神 7.2 级地
震。那时的死亡人数为 6400。
日本处于太平洋的‘火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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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带 – 这围绕着太平洋的马蹄形区,属地震和火山地带。全世
界百分之九十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
我们不会忘记在 2004 年 12 月 26 日，节礼日那天曾发生在南亚
的大海啸。由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印度、孟加拉国、缅
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及马尔代夫。在这个过
程中，超过 230，000 条人命被毁灭。我们逐渐从发生在 7 年前
的这起灾难中复苏过来。地震、瘟疫、饥荒、水灾和其他的灾
难,就象是上帝的扩音话筒，是神的警戒系统，具末世启示警惕
的性质。马太福音 24 章及路加福音 21 章，是主耶稣用来作末
日的警告和训戒的专题。耶稣把地震所带来的巨大改变列为他
再次降临的迹象之一，不久之后将会实现。去年发生在世界各
地的灾难性大地震，还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 – 海地的 7 级
地震、中国的 7.1 级地震、智利的 8.8 级地震。这一连串的灾
这一连串的灾
难显示了大地震的频率一直在上升，
难显示了大地震的频率一直在上升，就如主耶稣在橄榄山谈话
就如主耶稣在橄榄山谈话
中曾经透露的一样。
中曾经透露的一样。中东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
中东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埃及和突尼西
亚处于政权替换的时代。
亚处于政权替换的时代。而利比亚正面临内乱与国际战争。
而利比亚正面临内乱与国际战争。
神具主权的怜悯
我们 要迫 切的为 那些 在地
震及海啸中幸存的、以及那
些受创伤的人们祷告。求神
的怜悯和恩典与他们同
在。也让主的话语能够在他
们应付灾后重建的当儿，得
到属 灵的 复兴及 莫大 的安
慰。求主
求主使
求主使日本复兴，
日本复兴，也让
信徒藉着圣灵的力量振作起来
信徒藉着圣灵的力量振作起来，
着圣灵的力量振作起来，通过圣灵的带领与他人分享福
音。也祈求主让那里的教会复兴，让他们团结起来，以智慧和
适当的应用资源来为重建工作出一分力。在事态发展迅速的时
代，普世教会得尽快醒悟，以迫切的心来预备基督的再次到来。
三重的灾难 - 巨大的地震、
巨大的地震、破坏性的海啸及遭毁坏的 4 座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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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可能带来的核泄漏危机是前所未有的。
站可能带来的核泄漏危机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在这里学到什么呢？诗人在诗篇 135：5-7 说道‘原来我知
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
耶和华在天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地下，在海中，
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
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
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他使
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问题
约伯问上帝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灾难总是临
到他与他家人的身上。上帝反过来问他：‘我立
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
管说吧。’神所问的问题使约伯震撼，让他沉默
不语。我们此刻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们只
我们只
要知足与现状，
要知足与现状，虽然我们在永恒的另一端不可能
虽然我们在永恒的另一端不可能
具备所有的答案，
具备所有的答案，就让上帝执行祂的救赎计划，
就让上帝执行祂的救赎计划，他必会保守我
们安然度过，
们安然度过，因为他是具权威又全知的。
因为他是具权威又全知的。
祷告与悔改
我们一定要严谨地查阅并了解路加福音
13：1-5 里的重要文字‘正当那时，有人
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
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
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
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
你们若
不悔改，
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
都要如此灭亡
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
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
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今天，我
们也必须听这同样的信息，因为我们可能被属于自己的海啸给
吞噬，比如早逝的朋友或亲人、不利健康的医药报告、车祸或
空难。我们每个人都不可忽视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危机或灾
难。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我们得仰望主而不是靠自己或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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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来应付。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13:1-5 里，有关灾难严肃的训戒对我们来说
有直接的用意。这个破坏性强大又史无前例日本的大灾难 –
从地震到海啸至威胁无数生命的核泄漏，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
的教训。它提醒我们，人是全然败坏的。因为我们不时轻蔑神，
要不是神的慈爱和恩典，我们也会得到应得的处分。
让我们跪下来以谦卑的心为日本人民祷告，
祈求神的怜悯与恩典与他们同在、愿神的旨
意成就。祈求福音工作在全日本
祈求福音工作在全日本，
祈求福音工作在全日本，甚至日本
以外的地方，
以外的地方，能广泛的复兴起来。
能广泛的复兴起来。祷告是每
一个信徒的神圣任务。我们要有慈爱的心，
为那些身心交瘁、失去一切和那些罹难的人
哭泣。我们的神是慈爱的
我们的神是慈爱的，
我们的神是慈爱的 ， 在这样的情况
下，他也指望我们献出同情心。
他也指望我们献出同情心。
让我们对神的敬虔
让我们对神的敬虔、
神的敬虔、他的圣洁
他的圣洁、
圣洁、他的义，
他的义，充满我们的心。
充满我们的心。也希
望永恒的福音能够使更多人得到救恩，能够不畏惧死亡、得享
望永恒的福音能够使更多人得到救恩
天国、永远免遭神的忿怒。
诗篇 130：3-6‘
‘主耶和华阿，
主耶和华阿，你若究察罪孽，
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
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 ，等候天亮’。的确，诗人说的没错。我们今日还
活着，全因为神的主权和恩典，我们必须信靠、仰望、等候祂。
应用
约翰.参孙强调了以下几项要点：
我们的罪孽都不会比那些受害的人少。若不是上帝的恩典
的罪孽都不会比那些受害的人少
1． 我们的罪孽都不会比那些受害的人少
和怜悯, 灾难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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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至今能安然无恙
2．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并不意味着上帝以后不会发出类似的试验或灾难到我们的国
家、家庭、甚至是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由衷地悔改 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各种
3．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由衷地悔改。
形式的罪而悔改。我们只能够信靠基督而不是靠自己、财富或
健康。我们是堕落败坏的，我们迫切需要留心听从主的话语，
并且要遵守。除非我们悔改，接受基督，不然我们都要如此灭
亡。
彼得实用的警戒
在这末世不详的天灾人祸当中，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
已经在彼得后书 3：10-14 里得到劝诫和警告：‘但主的日子要
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
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但我们
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
安然见主’。
重大的日子已临到，我们要勤奋和警惕
我们要勤奋和警惕，
我们要勤奋和警惕，并加倍投入布道工作。
并加倍投入布道工作。
还得时刻检讨自己，
还得时刻检讨自己，对神更敬虔的心要加增、
对神更敬虔的心要加增、迈向成圣的生命。
迈向成圣的生命
我们是否还迷恋着世俗的享受、赚钱、牟利和沉迷在娱乐中？
让我们专心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因为那是永
恒的。阿摩司书 4：12 说：‘以色列阿，我必向你如此行。以
色列阿，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传福音、祷告、为遭受到灾难的人献出怜悯的心，是信徒合理
的责任。我们的神充满怜悯与恩典，只要我们悔改归向祂，祂
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我们马上行动，不然就太迟
了！
让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彰显出来，对这些日本同胞们付出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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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也为那些还没得救的来祷告。希望借着基督的福音，
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在基督里永生的盼望、得享天国、永远免遭
神的忿怒。
在绝境里的盼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气候易变又危急的时代。有一个四个英文字母
我们生活在一个气候易变又危急的时代
的单词弥漫在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当中，那就是恐惧 - FEAR。
还有另外四个字母的单词，是上帝给那些信靠他的，并可以克
服恐惧的，希腊文为 Elpis， 英文就是 HOPE，也就是‘希望’。
HOPE
它代表 Hanging On, Praying Expectantly ，坚持不懈，寄予
期盼的祷告。这是我们永恒的安慰，在绝境和无休止的大灾难
中的安慰。
诗人在诗篇 42：11 说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
里面烦躁？应
应当仰望神。
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
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原文作帮助）
，是我的神
一个没有主耶稣的生命是没有盼
原文作帮助）
，是我的神’。一个没有主耶稣的生命是没有盼
是我的神
望的结局。
望的结局。可是有了耶稣基督后，
可是有了耶稣基督后，人生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盼
望。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2：16 这样劝勉我们‘但愿我们主耶稣
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
美好的盼望，赐给
美好的盼望
我们的父神’。
我们从未对盼望这个词有着如此迫切的需要，因为基督是我们
唯一得救的道路（John14：6）、是世界的救主。有一天，我们
所拥有的一切都会逝去。但是，在基督里有盼望，我们要紧握
不放。我们处在灾难中是否存有信心？（或什么是我们的依
据？）我们荣耀的主即将到来。感谢主在提多书 2：13-14 里给
予我们那鼓励和具启发性的话语：‘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
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
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我们要为主的再次到来作好准备。主耶稣啊！我愿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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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让我们重新奉献自己并且亲近主，祷告祈求主让祂那与人立约
的怜悯和慈爱与日本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同在、他具主权的旨意
成就、福音在日本复兴使得许多人得救。神还在宝座上直接介
神还在宝座上直接介
入我们的生命。
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一息尚存、
在我们一息尚存、一脉尚动的时侯，
一脉尚动的时侯，我们要听
我们要听
从祂的警告和命令。
从祂的警告和命令。
孙友强博士/牧师著
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
（注意：从海峡时报、新闻周刊、亚洲新闻频道、英国广播公
司新闻、工商时报和各种渠道收集到的统计数据和报告，在截
稿为止是正确的。要了解最新的实事发展，请阅读当地的报章。）

 本年度华语崇拜的点点滴滴
华语崇拜的点点滴滴 

右图是上个主日古来笃信圣经长老
会的黄大卫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讲道，
散会后与中国同胞们见面问安。大家
坐下来享用丰富的团契晚餐、一同交
通攀谈。左图是丽芳姐妹和同胞们的
合照。下图是甜甜所带来整三十年的
老朋友。当中的杨太太还没有信主，
她接受我们的邀请，带着两个女儿、
一个孙女来参加我们的崇拜。右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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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大女儿，她有信主。请为杨太太祷告，求神的救恩临到她一家。 人
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
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
改。”
（彼后 3：9）

这是上个星期汪太胜弟兄
寄来的喜讯！他已经在四
月二号那天在厦门益诚教
会与陈学梅姐妹举行婚
礼，玛拉那答堂的众弟兄
姐妹们在主里为他俩高兴
快乐。宋细海弟兄将会亲
自出席他们的婚礼、代表
大家恭喜他两。求主照着
祂在基督里的丰盛厚待他
们、祝福他俩在人生新的
路程，同心携手事奉主，
直到祂再来。

下主日的经文
下主日的经文背诵
经文背诵
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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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诚心欢迎初临本堂的新朋友。愿神亲自祝福你。请在散
会后留下来一起享用团契晚餐，彼此认识。也请在招待处的
表格上填上您的详情，以便联络。更期待您下个主日带朋友
出席我们的华文崇拜。
2.

感谢苏锦俊长老今晚向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也感谢他教导
我们唱了两首新的诗歌。下主日我们请本堂的孙友强牧师牧
师来证道和主持圣餐，请预备心来领受主的话。主席是萧志
发弟兄，请为他们代祷。

3. 四月22号（星期五）是受难节，请大家同心来纪念主为我
们受难，心存感恩地敬拜祂。时间是傍晚8点正在本堂聚会。
教会将提供交通，7.15分在宿舍门口上车。请带朋友来聆听
这震撼人心的信息。
4. 四月24号（主日）是复活节，时间是清晨七点，地点也在
本堂，请大家同来欢庆主的复活。黄昏崇拜照常是傍晚六点
三十分。当晚是由蓝永恒牧师传讲信息。
5. 请同胞们自携圣经来，希望同胞们在每一次的聚会都带着
自己的圣经，好好地珍惜、每天阅读。新来的同胞们可在入
门处借用圣经。
6. 请继续为着细海代祷，求主让当局早日批准他的学生证，
让他来新加坡读神学，合乎主用。安娜姐妹也将会回来工
作，请为他们代祷。
7. 请注意：我们已把每主日要启应和阅读的经文页数印在周
刊里，让新来的同胞们容易翻阅。散会后请大家把周刊拿
回家，不要留在教会里，这些文章除了圣经之外，也能让
我们摄取灵粮，使我们灵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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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个主日是圣餐礼拜。请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们预备心来
领受圣餐。还未洗礼的朋友们请在洗礼后才来领受主的杯。
9. 今年的洗礼典礼将在五月的八号举行，请为四位将要洗礼的
弟兄代祷，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10. 五月二号（星期二）我们有一个专题讨论会查考雅各书。
讲员是马太亚伯拉罕牧师。当天是公共假期，时间从早上十
点到下午四点。请可以参加的人早日报名，让我们知道人数
预备早餐和午餐。

圣工人员
圣工人员：司琴 – 陈惠恩姐妹
陈惠恩姐妹

本主日（03/
03/04/2
04/201
/2011
011） 下主日（
下主日（10/
10/4/201
/2011
011）
讲员
主席
启应经文
启应经文
读经
招待/
招待/收奉献
收奉献
茶点 准 备

苏锦俊长老
陈静鸿兄长
陈静鸿兄长
萧志发弟兄
阮龙光弟兄
本堂华文部负责

孙友强牧师
萧志发弟兄
萧志发弟兄
夏正龙弟兄
崔桂海弟兄
本堂华文部负责

上周出席人
上周出席人数
出席人数： 44 奉献 S$273.11
S$273.11
“惟耶和华
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
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
在他面前肃敬静默。”
(哈 2:20)
请注意: 在聚会崇拜的
在聚会崇拜的时间内请把您的手机关掉或
间内请把您的手机关掉或转
请把您的手机关掉或转换为无声状态,
无声状态,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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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四月三号
2011年四月三号

讲员：
讲员：苏锦俊长老
主席：
主席：陈静鸿兄
陈静鸿兄长

司琴：
司琴：陈惠恩姐妹
陈惠恩姐妹

宣召/
宣召/唱诗

颂第 23 首

袮真伟大（
袮真伟大（立）

陈静鸿兄
陈静鸿兄长

会众站立

祷

告

荣 耀 颂

荣耀归于圣父 （立）

启应经文

陈静鸿兄长

诗 123
123-124：
124：8（

颂第 197 首

只要信祂

唱

诗

报

告

奉

献

祷

告

阮龙光弟兄
阮龙光弟兄
主

席

三 一 颂
读

经

牧

祷

证

旧约圣经 第 614 页）

会 众

( 立)

萧志发弟兄

徒 9：2626-31（新约第
新约第 143 页）

道

苏锦俊长老

教会成长与健壮的秘诀

唱

诗

颂第 289 首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立 ）

祝

福

会 众 立

三叠阿们

会 众 立

默祷/
默祷/平安散会
平安散会
我们传扬祂
我们传扬祂，
传扬祂，是用諸般的智慧
是用諸般的智慧，
智慧，劝解各人
劝解各人，
各人，教导各人
教导各人，
各人，要把各人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神面前。（西1：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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