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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录        2021 年 12月5日  

经文: 彼得前书 1 

“活泼的盼望” 

 

绝望和失望 

 我们能经历的最惨的事情之一就是绝望的感

觉。这往往会导致内心和精神上产生一种可怕的绝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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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给予的美妙礼物 

 我们能收到最好的圣诞礼物是什么呢？上帝对

绝望和失望的问题提出了最佳的答案。祂的礼物可

以在经文中找到！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

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

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

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

要显现的救恩。” 

《彼得前书 1：3-5》 
 

1. 活泼的盼望 

a) 没有活泼的盼望是没有意义的 

b) 上帝赐予使用的希望是真正的“活着”！ 

 

2. 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如何产生的？ 

a) 因为是神自己给了我们这个活泼的希望 

i.  它被描述为上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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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帝“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b) “重生”这个词的意思 

i. 这是一个形容新生活开始的词 

ii. 这个词用来形容生了孩子的妇女 

iii. 上帝像新生儿一样在我们心中种下了活泼

的盼望 
 

3. 这活泼的盼望在主耶稣的复活里得到证实 

a) 圣经告诉了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b) 祂为我们赎罪而舍命 

c) 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d) 祂的复活证明了上帝赐予生命的大能 
 

让我们在主里喜乐 

 使徒彼得忍不住“颂赞”主耶稣基督、祂赐给我

们这活泼的盼望！ 

 

1. 让我们为这美好的祝福而颂赞父神 

2. 让我们培养我们在上帝里的理解和信心 

3. 让我们非常坚定地相信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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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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心通过崇拜受鼓励！ 
 

圣诞蜡烛 

上个星期天（2021年11月28日），我们点了预言蜡

烛。  
 

今天（2021年12月5日），我们会点伯利恒蜡烛。  

1. 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2. 我们的信心更受肯定，因为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语

言实现了！ 
 

年长人士的特别节目 

年长人士的特别节目是为年长者设立的精彩新事

工。将在2022年1月开始。我们要和你分享如何报名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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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网登记 https://forms.gle/bi2XEGVwTxC5cuyD9 

可以使用报名参加早晨崇拜会的同一个链接。 

那里包括了报名参加这项特别节目的选择。 

 

2. 亲自填报名表格 

每个星期天，圣堂的入口会有报名表格。如果你会

参与早晨崇拜会，可以为自己和家属报名。 
 

3. 联络实习牧师Jonathan Jacob 

如果你无法上网报名或参与早晨崇拜会，可以发邮

件给Jon牧师（jonathanjacob@bethanyipc.sg） 或通过

9479 8619 联络他。 
 

恭喜！ 

衷心祝贺Clement和Diane在2021年11月27日举行婚礼 

愿。主深深地赐福他们！ 
 

年长人士的特别专栏 

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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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 

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 

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

尽属惊恐。《诗篇 78:30-33》 
 

1. 贪念食物 

上帝并没有让他们有任何欠缺！ 
 

2. 上帝的怒气 

a) 向以下的人上腾 

i） 挑衅 

ii） 不知悔改 

iii） 邪恶 

b) 也许有些人甚至： 

i） 愤怒地抱怨 

ii） 亵渎主 

iii） 否定主展现的恩典 

iv） 不相信祂奇妙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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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荒野的生活 

a） 年岁尽属惊恐 

b） 他们的日子虚空地结束 
 

4. 年长人士的挑战 

a） 让我们有意义地生活着 

b） 让我们不要生活在虚空里 
 

温暖人心的信 

亲爱的陈牧师，牧师团和教友： 
 

 我们代表父母亲黄清海与黄桂缨（Ng Thiam 

Sai& Ng Kwee Eng），深切感激你们在外婆吴亚六

女士（Mdm Goh Ah Lak 1925年－2021年）去世时陪

伴着我们。你们的到来、思念、祷告和爱礼鼓励了

我们的心。通过你们，我们目睹到主的爱和光。 
 

 我们为上帝恩赐信心而感谢祂。是上帝使外婆

拥有信心，让她能意识到她需要爱她并为她牺牲的

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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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上帝恩赐爱而感谢祂。在外婆人生的最

后10年，她患上失智症。到了最终，虽然她不记得

主， 但是我们仍然确信主对她的爱《以赛亚书

46:4》。 
 

 我们为上帝恩赐天堂而感谢祂。另一个丧亲经

历使我们体验天堂是真实和珍贵的。我们的心渴望

与主同在，那里没有恐惧、悲伤和眼泪。知道外婆

与主在天堂使我们非常欣慰。 
 

 我们由衷地感激伯大尼教友使我们特别地体验

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深切地爱， 

俊平、秋燕、俊辉（Choon Peng，Chiew Yen 和

Choon H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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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和诚实崇拜祂 
 

诗篇 119:113-114 

“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祢的律法为我所爱。祢

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祢的话

语。” 

 

1.  恨与爱 

a) 心怀二意是令人讨厌的 

b) 上帝的律法是令人爱惜的 

 

2. 上帝我们的神 

a) 祂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也是我们的盾牌 

b) 让我们坚守对祂的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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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记圣经      今天： 2021， 十二月五日 

 

路加福音 1:4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1.  信心的确信是可能的 

a) 通过更好地了解圣经 

b) 通过加深我们的知识 

 

2.  挑战是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信心 

a) 增长知识 

b) 在信心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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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我们重生，有了活泼的盼望 

（译自英文原诗） 
 

我们为何愉快地庆祝“生日”？ 

因为我们的确为生命感恩。 

但是，有时我们会感到绝望和沮丧， 

也有感觉无人关心我们的时候！ 
 

上帝知道我们经历人生的感受， 

有无数的争论、问题和纠纷。 

我们必须考虑祂所提供的答案， 

祂给了我们活泼和值得珍惜的盼望！ 
 

祂除去使人厌倦的罪恶， 

祂带来救恩和新的快乐。 

在这活泼的盼望里，祂给了救赎， 

能在上帝、我们的天父里找到安慰。 
 

我们在上帝里的信心是通过信靠主耶稣， 

活泼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 

这的确是最美好的圣诞礼物，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赐福天父！ 
 

(彼得前书1:3-5受启发而作) 

作者：陈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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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各位教会的朋友们， 

 

一个重大的挫折 

我是柯玉卿（Linda Kua)。我在伯大尼己经二十多年了。

伯大尼是我第二个家。这个家给我爱，给我温暖。感谢主

的恩赐。 

 

2018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捩点。我的先生，曾令强，得

了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末期了。（我流着泪，向上帝祈

求给我们一年的时间) 我们感到很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在那痛苦无奈的时候，上帝提醒我们要仰望祂。 

 

《诗篇121:1-2》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当时的以色列民去朝圣时需要攀山越岭，长途跋涉。我们

与癌症共存的旅程同样的，也需要面对体力、心理、情绪

上的考验。但路程中有上帝。祂是我们的帮助，祂是我们

认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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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癌细胞已扩散，医生并没建议作治疗。上帝憐悯我

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在医院里或在家中，我们都能

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过去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在

那段日子里都成了很宝贵。我们珍惜每一早晨、每一个黄

昏、每个崇拜会、每首唱的诗歌、每个家庭聚会、每一顿

能在一起吃的一餐。我们活得非常不一样。 

 

上帝的恩典 

上帝赐给我们的爱，有包容、有体谅、有欢笑。当中也有

泪水、有信心、有盼望！我们一家人就这样靠着上帝的恩

典渡过每一天。虽然医生告诉我们令强的时间有限，但上

帝却给了我们一年美好的时光。 

 

在 2018 年的11月27日， 令强终于安息了世上的劳苦，被

上帝接回了天家。感谢上帝的慈爱，祂的安排最美好。  

 

深谷 

我以前不理解丧偶的感受，直到令强去世后，才体会到个

中的伤心寂寞。在令强离开的4个月后，另一件事也给我带

来伤感。因年龄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我作了30多年的工

作。 

 

这双重打击使我跌入深谷，站不起来。我每天以泪洗脸，

失魂落魄，不想与人交谈。有很多人我安慰我，劝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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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很明白。但是我就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做不

到。接下来，因为冠状病毒的爆发，社交隔离使我感到更

加无助，情绪波动不定。医生怀疑我有忧郁症。 

 

感谢主！祂没有放弃我，祂借着奇妙的方式对我说话。有

一天，当我在听一个华文基督教广播的时候，听到这信

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应该自怜。因为越是同

情自己，越是爬不起来。但如果我们定晴仰望我们伟大的

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必会找回希望”。 

 

突然，我好像如梦初醒。上帝使我认识到我确实忘了祂的

爱，忘了主耶稣为我的牺牲。我被眼泪遮盖了一切，一直

在可怜自己，任由情绪辖制，忘了上帝和祂在圣经里所给

我的承诺。 

 

那一晚，我屈膝跪下，一无所有地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虽

然我在那黑暗的许多个月里，常常都有祷告，但其实是自

己在喃喃自语，不是真心与上帝沟通与联系。 

 

上帝再次掌管我的生命 

我带着谦卑的心再次全心全意地转向了上帝。在祷告中，

我向上帝承认我非常讨厌当时的我，因为我活得很不开

心，非常痛苦，度日如年。我把自己交给上帝，因我已走

到路的尽头并不再想让“我里面那个人”控制我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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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恳求祂拯救我，改变我，辖制我的心思意念。 

 

我不知道主会怎样帮助我，但我知道祂一定会帮我。因为

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希伯来书

13:5》 

 

非常的感恩，主再一次施恩憐悯我，祂给我力量，给我信

心，抹干我的眼泪，一步一步地带领我，走出悲伤，走出

痛苦，感谢主不离不弃的爱。 

 

当时，陈牧师在早上崇拜的证道深深地感动了我。感谢圣

灵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有了新盼望。通过《诗篇

36》，我慢慢学习把目光专注上帝的荣耀，认识上帝的属

性。祂的慈爱、信实、公义、判断。 

 

“耶和华啊，祢的慈爱上及诸天，祢的信实达到穹苍。 

祢的公义好像高山，祢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

民、牲畜你都救护。 

神啊，祢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祢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

的水。 

因为在祢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祢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 

《诗篇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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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经文帮助了我重新找到信心。上帝的公义与判断使我对

祂产生了敬畏之心。上帝的旨意深不可测，无人知晓，祂

是多么富有智慧和知识！有这么一位上帝，我怎能不信靠

祂呢？祂慢慢地带领我走出黑暗，开始能向外看。我再次

能为儿孙们真心地祈祷、去探访朋友、煮汤给需要的人，

过充实的生活。 

 

我把荣耀完全归于我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也感谢圣

灵在我心中的工作。我学到了当我们走到路的尽头，唯有

父、子，灵是我的帮助！我不可以被疑惑和绝望吞没，我

必须认识主耶稣我们牧者的声音并跟从祂。 

 

我要感谢陈牧师、还有所有的牧师、教会的朋友们、我的

家人和亲戚、朋友所对我的关心和爱。我要鼓励大家，在

这人生的道路上有顺境，有逆境，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

光”。这是上帝给那些敬畏祂的人的非常美好的祝福，有

上帝之光的光照，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就会毫无黑暗，一片

光明！ 



人便为有福－诗篇 

第九十一日 
 

经文：诗篇 49 

 

“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诗篇 49:18a》 

 

祝福的其它来源 

“祝福”一词不仅仅用于描述主的恩惠。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描述来

自其它来源的 “祝福”. 

 

“ 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 

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诗篇 49:18-19》 

 

1. 其他祝福来源 

a) 富人“祝福自己”。 

i) 描述他可以通过财富获得的物质利益. 

ii) 富人因此觉得他很幸运……靠他自己. 

 

b) 人的赞美 

i) 人们倾向于关注富人而不是穷人. 

ii) 赞美的话语经常给予成功和富有的人. 

 

2. “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 

a) 这是描述“死亡”的另一种方式. 

b) 当他的父亲去世时，富人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去世. 

 

 

 



3. “永不见光” 

a)  “光”这个词指的是属灵的启蒙. 

b)  神赐给所有仰望祂寻求救赎的重要属灵亮光. 

c)  追求财富的人不会得到灵性启蒙. 

d)  那些在生活中排斥上帝的富人会在没有看到光明的情况下

进入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