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四年八月三日                            主日周刊                                14/31 
   (下午四点半)                       今年主题 :爱传扬主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圣殿中,（2x） 

万国的人当肃静， 

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 

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 

阿们。 
 
荣耀颂荣耀颂荣耀颂荣耀颂    

但愿荣耀愿荣耀归于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以后永远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阿们。 
 
三一颂三一颂三一颂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与你； 

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使祂脸光照你， 

赐恩与你，保护你，保护你； 

愿主保护你，赐恩与你。 

阿们。 

 

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 

讲员：黄志良传道      主席：黄志良传道 

司琴：恩敏姐妹        领唱：黄师母 

会前唱诗 ****  

序乐轻唱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宣召 **** 

唱诗 赞(2)   荣耀归与真神   

祈祷 **** 

荣耀颂 荣耀颂 

启应经文 西 4:6 
背金句 **** 

唱诗 赞(396) 将你最好的献给主 

奉献 三一颂 

唱诗 赞(279)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  

牧祷 **** 

证道 温和的舌头温和的舌头温和的舌头温和的舌头    
唱诗  赞(247)生命是神流通管   

祝福 阿们颂 

报告 **** 

祝福诗 愿主赐福看顾你 

默祷散会 **** 

下下下下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讲员：黄志良传道     
主席：邹剑钜弟兄 

司琴：柯倩敏姐妹 

领唱：黄师母 

信息：以巴弗的模范 

（西 1:7-8，4:12-13,门 1:23）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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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历史真相历史真相历史真相历史真相    

以色列，一个看似动乱，但比任何人都珍惜和捍卫和平的国家； 

以色列，一个沙漠覆盖三分之二，但创造了沙漠农业奇迹的国家； 

以色列，一个被周边国家制约，但经济发达的国家； 

以色列，上帝应许之地，犹太人的皈依地。 

以色列，一个想不到如此美丽，如此和平，如此神奇的国家。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为强大、现代化、经济发展最高的国家，属

于发达国家；拥有该地区管理最良善、对财产权利保护最佳的经

济体制。以色列对于科学和科技的发展贡献也相当突出。以色列

的科学家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以及其他技术产

业上的贡献都相当杰出。以色列的研发产业中最知名的是其军事

科技产业，在农业、物理学和医学上的研发也相当知名。 

以色列在 1948 年宣布独立建国，人口主要来自犹太人族群，是世

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这个仅有 1000 多万人口的民

族，尽管人口很少，却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神秘、最富有的民

族，《圣经》就是上帝籍着犹太人记录下来的传世经典。任何一

位稍微了解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这个苦难的民族，在千年的漂泊

迁徙中，在饥饿和苦难、杀戮和欺侮的磨难中，他们始终坚持自

己的信仰，没有倒下，并且在逆境中砥砺发奋、发展。 

今天，以色列人可以在沼泽，荒芜土地上发展渔业，贫瘠不堪的

丘陵已被改造成整齐平坦的粮田和果园，变成了世界上农业最富

绕地之一。荒凉的沙漠地变成了片片绿洲，充满了勃勃生机。在

古老、凄凉和到处断壁残垣的废墟中，新型的现代化城镇星罗棋

布，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以色列白

手起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古老灿

烂的文化遗址上，今天闪烁着世界上骄人的高科技文明，这些巨

大的变化，使这块土地成为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与四周的

邻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人们常说：“犹太人在家里打个喷嚏，世界上多数银行都将感

冒。五个犹太人凑在一起，便能应付国际股票市场。以色列是全

世界知识水平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以色列是在纳斯达克拥有上市

公司最多的国家。反观邻国埃及，号称文明古国，却有 50%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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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以色列，这是一个神赐予的名字，是荣耀也是使命。神说：

“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

立的约，并要记念这地”。（利 26：42），“虽是这样，他们在仇

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尽行灭绝，也

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利 26：

44） 

犹太民族在全世界是最为聪明和智慧的人，是一个产生政坛巨

子，艺术精英，科学巨擘，思想大师，巨富大享的民族。在许多

科学领域，当人们极尽攀登，登上顶峰之后，发现犹太人早已在

那里等待了。如：哲学大师弗洛依德，思想家马克思，科学家爱

因斯坦，音乐家门德尔松，艺术大师毕加索，原子弹之父奥本海

默，传奇商人哈默，政治家基辛格，好莱坞影星霍夫曼，等等。 

1992 年 2 月 16 日《新民晚报》报导：1901 年至 1990 年全世界

共颁发诺贝尔奖 513 次，其中犹太人获奖 88 次（包括非以色列国

籍的犹太人），世界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17%是犹太人。 
 

在世界总人口中，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三。而美国百

万富翁中，有 20%是犹太人； 

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教师中，犹太人比例高达 20%；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4 人中，有 16 人是犹太人； 

世界十大哲学家中，有 8 人是犹太人；犹太 人艺术家更是数不胜

数。 

犹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超凡的智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因

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籍犹太民族，让世人认识他。上帝籍犹太人向世人启示，知

道他才是独一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从而得到他的祝

福。 
 

有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人均读书最多和藏书最多的都是以色列

人。犹太民族还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们在此方面研发的教具、

教材、课程模式等被许多国家所采用。 
 

一个国家越相信自己的未来，越会重视自己的儿童教育。一个建

国以来一直战火不断、四面楚歌的国家，如此重视教育，如此重

视儿童教育，这样的国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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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把犹太人称为“智慧的民族”或者“书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

比其他民族更重视知识的学习，更重视教育。以前对犹太民族以

及犹太教育了解甚少，通过《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这本书了解

了犹太人聪明、智慧的内在原因，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启示。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据犹太宗教经典规定，学习和钻研本身就是信仰的组成部

分，是犹太人一种神圣的使命。在世界上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一

个民族将学习作为信仰。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在犹太人眼里，教师比国王更伟大。犹太人重视知识，所

以也十分尊重有知识的学者和传授知识的教师。在某些问题上，

犹太法律赋予教师的地位甚至高过父母，因为“父母只是把孩子带

入今世的生活，而教师则把他带入来世的生活”。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智慧在犹太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智慧与知识不一

样，知识是说你知道某一样东西，而智慧是你怎么样把你知道的

东西和日常的生活结合起来。犹太圣贤这样教导犹太人：读过很

多书的人，如果他不会用书上的知识，仍可能是只驮着很多书本

的骡子。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犹太人崇尚创新。他们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

仿，学习应该是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随时发问。在许多

犹太人家庭，大人对放学的孩子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提问题

了吗？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家庭教育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

讲，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犹太孩子从小在家庭里便以一种平等

的身份和父母相处，直呼父母的名字；他们需要零用钱，就必须

帮助家里干活。正是这种平等和独立思想，使孩子从小认识到，

要想生活的舒适，就得靠自己的奋斗争取。其实，这些意识深深

的藏在犹太人的心中是与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分不开的。也正是

那些苦难使犹太人具有向逆境挑战的勇气和毅力。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犹太人很重视通过节日对孩子进行社会教育。犹太民族的

宗教节日繁多，每个节日几乎都与民族历史信息相关。每当节日

来临之际，犹太人都会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启发

孩子提出一些问题并且铭记苦难的历史。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犹太人懂得经营之道。人们一般认为犹太人特别会赚钱，

其实他们是不断的努力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知识，一步步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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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迹致富之路的。在这个过程中，勤奋、耐心、胆量、智慧无

疑是他们的经营之道。而良好的教育无疑是“道”之源泉。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犹太人具有良好的民族素质。首先，他们在民族磨难中尽

管遭受压迫屠杀，但精神始终是乐观而自信的，甚至是高傲的。

其次，在磨难中，犹太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素质，具有超长

的耐力和韧性。最后，犹太人是一个严于律己、遵纪守法的民

族。犹太人表现出来的这三种品质，来源于其民族的文化传统和

教育。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犹太人中有许多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这

些人物身上都有三点重要的品质：一是他们的成功和不凡业绩与

犹太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他们一生的努力奋斗及业绩都以此为

基础；二是他们事业的成功与犹太家庭中的长幼双向教育、早期

智力开发以及社团教育中培养孩子勤学、好问、多思等教育方式

紧密相连；三是他们都怀有对人类的一个爱心，在学业上谦虚、

执著、不怕困难、不断努力，并不断向自我、向学术权威挑战，

勇于创新。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以色列政府在教育上的经费投入是一般国家无法比拟的。

在以色列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看来，教育投资并不是一种国家的负

担，而是一种有效的国家资源。没有资源，没有金钱并不要紧，

只要通过教师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以色列就会拥有一切。 

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以色列教育的奇迹——希伯来语的复兴。语言无疑是维

系一个民族团结、复兴的纽带。希伯来语在古代曾经是犹太人的

语言，《旧约圣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但是犹太人流散到

世界各地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了所在国的语言。这样

导致希伯来语逐渐消失。19 世纪犹太复国运动兴起后，提出了“一

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100 多年来以色列通过教育使希伯来

语成为一种表现力强、词汇丰富的“活语言”、官方语言，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奇迹。 

以上撷取了十一个和犹太教育有关的亮点，但这些亮点远远不能

反映成功的犹太教育的全貌。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复兴

有许多方式，而以教育为本来延续民族、繁荣国家值得我们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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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震撼人心的老照片】 

这是一张令人动容的老相片，以色列用 1027 名囚犯换回 1 名被巴

恐怖分子绑架的士兵沙利特，图为总理微笑看着沙与家人拥抱。  

以色列政府说：“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所以我们永远不抛弃自己

的人民。”这样的新闻，意涵深远。以一千余而换得国民一名，国

小而伟大也。偌大之国而不能惜民，虽大而实蕞尔之侏儒也！ 

以色列是中东的小国，以色列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接亚、欧、

非三大版块的国家，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

裔。上帝籍着亚伯拉罕祝福全人类，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 22：18）。 

上帝从亚伯拉罕的子孙中，赐给全人类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

督，耶稣就降生在以色列国，上帝对全人类的救恩就出自犹太民

族。 

【20 世纪世界大奇迹——以色列照圣经预言复国】  

人种学家统计，无论什么民族，一旦亡国 500 年，必定会被其它

民族所同化，欧洲人移居美国，第二代便美国化了。中国人移居

美国，到第三代就很难从他们身上闻到中国文化的气味。 
 

但惟独犹太人亡国将近 2000 年，分散世界各地而不被同化。但犹

太人居留美国八代、十代仍然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被驱赶到世界

各国二千多年却不被同化，祖居地被外邦人全部占住近两千年，

却能重新复兴回归，再次立国。 

在人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事实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

了。因为这是神作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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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以色列复国前的 2600 年前，神就说：“我在怒气，忿怒和大

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

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耶 32：37） 

“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周聚集他们，引

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

有一王作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决不再分为二国。”

（结 37：21-22） 

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因为他是神。若他说的，成就不

了，他就不是神了。神就是这样向世人见证唯有他才是神。神

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 

许多人就是看了圣经神说过的话，再去考察历史事实，被神的作

为所震撼，所惊奇，才信了神的。 
 

我们从以色列复国的历史事实，看到神大能的手在怎样作事。 

1897 年，全世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复国运

动顺利进行。但是，反对复国的势力也在作工。土耳其就派出了

一名秘密间谍打入犹太复国组织，并取得了信任，成为左右手人

物。这名间谍全盘掌握了复国计划，要把情报邮递出去，但正当

他去邮递时，突然死于非命。他死后，复国组织的人才发现了此

封尚未发出的情报，都非常惊奇！看到实在是神在暗中保守复国

运动。 

第一世界大战时，英国、法国军队利用犹太人化学教授魏茨曼研

制的无烟炸药，制造了新型火炮，一举击溃德国。英国为了答谢

犹太人的贡献，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尽力铺路。至此，神所导

演的“以色列复国运行”正式开始了。本该是复国运动蓬勃发展，但

许多犹太人不愿离开欧洲的安乐窝，不愿回到巴勒斯坦。据统

计，1920 年至 1929 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才增加 6 万人，只占

巴勒斯坦总人口（75.2 万）的 8%左右，这么一点人数，怎能满足

至高神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的心愿？ 
 

历史再次发生了巨变，刀剑又临到犹太人，反犹运动笼罩全欧

洲。希特勒上台后，反犹条例变本加厉，一夜之间，犹太人精心

经营的事业，积藏的金银财宝，银行的巨额资金，舒适的住所，

尽都归于无有。昨天还是金融巨头，社会名流，一刹那之间就被

行刑抢决，陈尸荒野。犹太人被囚集中营，被杀害，至 1941 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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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已占领欧洲 14 个国家，杀害犹太人竟达 600 万之多。犹太人

错过了大规模回归故土的大好机会，以致酿成了血流成河，尸积

如山的惨剧。只有一小部分按照神的旨意回归祖居地的犹太人，

免去了这场灾难。 
 

600 万死去的犹太人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 

不可疑惑神的话语，偏行已路是死路一条。世界上很多人正在重

蹈犹太人的道路，认为金钱万能，这是当今世界上人心的共性，

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结 7：

19） 
 

希特勒终于在 1945 年 5 月 8 日，人与国尽毁。这一天，全世界的

犹太人切身地意识到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军队的艰难。

1946 年，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争先恐后地潜回故土，犹太民

果然象潮水般涌入巴勒斯坦。任何人的作为都挡不住圣经预言的

应验。 
 

1948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 点，以色列第一位总理本—古利安宣布

以色列复国。这是震惊世界的创举，这是 20 世纪世界的最大奇

迹。神在圣经上两千多年前的预言应验了！立国之日，犹太人在

巴勒斯坦只有 65 万，而阿拉伯人却有 120 万，近邻的阿拉伯国家

有 3000 万人。当时，所有阿拉伯国家异口同声说：“绝不允许以

色列建国。”果真在以色列复国之后数小时，阿拉伯国家联军从四

面八方进攻这个新生小国，企图一举将以色列国消灭在襁褓之

中。 
 

这些，都在神的预料之中。圣经早已清清楚楚预言了以色列的敌

人说的话：“来吧，我们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

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诗 83：4），但神起誓说：“你们四围的外

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结 36：7）。圣经这两处预言，在

2600 多年后，果真全部应验。 
 

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 年 5 月 15 日至 1949 年 2 月 24 日） 

新生的以色列国刚宣布成立第二天，65 万阿拉伯联军就攻打以色

列，以色列军队不但人数少，还是一些民兵，双方军队数量极为

悬殊。眼看着以色列要被吞灭了，这时联合国通过了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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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梅厄夫人飞往美国。向美国犹太人募捐。她说：“国家正在

流血，钱就是以色列国的救命钱！”许多犹太人是美国有名的银行

家、企业家。以色列在美国买下了二战时使用的飞机、坦克等武

器。他们拆开飞机，用商船运回以色列。一夜之间，以色列有了

空军。停战协议一结束，以色列的飞机轰炸阿拉伯联军的进攻部

队。阿拉伯人正在等待胜利，却成了失败。战后，以色列领土扩

大到 2.085 万平方公里。战前以军只有轻武器装备的 3 万民兵，

战后扩展为有机械化装备和空军的 10 万军队。此战阿方死亡 1.5

万人，以方死亡 6 千人，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担当了自

己的羞辱。 
 

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 

此战共毁埃及飞机 260 架，以军占领西奈半岛一些战略要地，埃

及死亡 1600 人，伤 5000 人，被俘和失踪 6200 人，又一次担当

了自己的羞辱。 
 

第三次中东战争，即闻名的中东六日战争（1967 年 6 月 5 日至 10 日） 

埃及在二次中东战争失败后，并不甘心，积极备战，建立了埃

及、叙利亚、约旦联军，首先向以军开火。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以色列决定用空军炸毁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的空军基地。奇

妙的是，当飞机飞过埃及上空时，埃及雷达部队竟然无法分辩，

当以军机群飞入轰炸目标上空时，埃军指挥官又未上班。6 月 5 日

当日午后，三国的制空权一天之内化为乌有。4 天战争中，埃军死

亡 1.15 万，被俘 5500 人，600 辆坦克和 500 门大炮被毁，1 万台

车辆失去。而以军只有 300 人阵亡，1000 人负伤，61 辆坦克损

失。此次战后，巴勒斯坦全地，全部落入以军手中。反以色列的

外邦人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蒙羞。 
 

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 年 10 月 6 日至 24 日） 

埃及总统纳赛尔为挽回面子，与苏联签订军事协议，苏军 1500 人

连同 40 台导弹发射器，100 架米格战斗机开抵埃及前线，正当纳

赛尔发动战争之际，他猝然死了。纳赛尔的继承者萨达特并不吸

取教训，埃及、叙利亚两国总统秘密协商，要在犹太人“赎罪日”这

一天发动突然袭击。10 月 6 日下午，埃及先声夺人，旗开得胜，

叙军 700 辆坦克长驱直入，攻抵耶路撒冷东北的大桥外，以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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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节期间敬拜上帝，没有准备，耶路撒冷当即乱作一团。世

界许多人认为，这次以色列人必亡无疑。然而，人们却忘了宇宙

的造物主是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人的统帅。战争在千钧一发之

际发生了转机，正当叙军坦克群攻抵距大桥只有 8 公里时，突然

走不动了，因为供油车追不上坦克，这时正值黄昏，以军战机利

用最后几分钟的余晖，用胶质汽油弹，一会儿就把叙军坦克全部

炸毁。第二天，正值太阳东升时，埃及坦克正面顶着强光而来，

无法瞄准，而以色列坦克手正顺着阳光迎战，便将埃军坦克逐辆

击毁。埃军强大的攻势，竟被这道格外强烈的阳光挫败了。埃及

总统萨达特在赎罪日举兵，触犯神怒，8 年后，在他发动战争的同

一日，1981 年 10 月 6 日，当他在开罗检阅部队时，被他手下的

子弟兵当场射杀，一命呜呼！此战之后，埃及再无力争战，内部

矛盾重重，经济也陷入深重危机之中，惟有神的筹算永远立定。 

以色列复国的前前后后，圣经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有许多清楚的预

言，以色列复国只是圣经许许多多预言中的一个，见证了神是宇

宙的主宰，神掌管历史，他的预言从不落空。 

 

20 世纪著名政治家、南非总理史马斯说：“20 世纪中期最大的神

迹，不是发明核能装置，而是以色列人重返故国，建立家园”。 

 

（摘自网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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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 

上主日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

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

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诗篇 63:1） 

 

今主日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

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

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诗篇 73:2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