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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11/08/2019 班丹加略堂                 

201 Pandan Gardens Singapore 609337 

电邮: mandarin@calvarypandan.sg 

网页: http://www.calvarypandan.sg/mandarin 

电话：65609679   传真：65663806 

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牧师：郭全佑牧师  

    全职同工：钟陞泉长老 

 

2019 年  主题:  “义人必因信得生“ （ 加拉太书  第3章11节 ） 
    

亲爱的读者， 
 

教会常年圣经营（2019 年 六月十至十五日）的提问 – 第七部分 
 

提问：与非信徒合作生意相当于同负不均之轭。购买企业股票又当

怎么样看待呢？或者你是拥有决定权的大股东？ 
 

答复 – 了解一个教义背后的圣经原则胜过仅仅服从教导而不理解

其中原因。教导基督徒不要与不信的同负一轭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

6:14-18。同轭之事包括婚姻与生意上的合伙以及教会的一切属灵事

务比如在教会里与世俗组织合办幼稚园。原因在于合作的基本原则

与看法远见在领导层无法取得一致。一方是基督徒而另一方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与不信者合伙做生意甚至在企业开始之前就产生巨大

的分歧冲突。比方说，信徒想要守主日为圣以尊荣主，但不信的伙

伴却要照常营业因礼拜日生意最好收入最高。许多其他问题与矛盾

很快就接踵而起，除非信徒妥协，否则伙伴关系将破裂解散。 
 

只要业务性质合乎圣经，购买该企业的股票是可接受的。它不应该

像赌场或一些酒精企业。尽管如此，购买股票的数量不应该让该股

东成为有决策权而不得不在基督的见证上做出妥协的合伙人。提问：

使徒信经合乎圣经吗？耶稣在死后与复活之间是否被下到地 

       狱？ 
 

答复 –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

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圣经清楚地教导耶稣基督在死后就上到乐园，就像祂对旁边将同钉

十架的犯人所说的那样。路加福音 23:39-43“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

一个讥诮他，说：「祢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40 那

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41 我

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

一件不好的事。」42 就说：「耶稣啊，祢得国降临的时候，求祢记

念我！」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了。」”圣经也表明基督必不见朽坏而且祂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使

徒行传 2:31-32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祂的灵魂不

撇在阴间；祂的肉身也不见朽坏。32 这耶稣，神已经叫祂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使徒信经中“降在阴间”这句话可能出自彼得前书 3:18-20“因基

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有古卷：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



8  5 

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祂被治死；按著灵性说，祂复活

了。19 祂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20 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

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根据这段经文来理解，我们看

到当挪亚向他那个世代传讲关于即将来临的全球洪水时，基督的灵

向那些听者定罪。因为挪亚所传讲的基督话语就像基督的灵向那些

被罪束缚的人传讲一样。根据完整的圣经理解，“降在阴间”这句

话的意思是指基督在坟墓中的三天，因“降在阴间”这句话被夹在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之

间【强调附加】。 

 

提问：女性主义是正确的吗？ 

 

答复 – 何谓女性主义？ - “法国著名哲学家查尔斯·傅立叶，

是一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因在 1837 年新创了“女性主义”

“feminisme”这个词而受表扬。“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者”于

1872年首次出现在法国与荷兰。1890年代出现在英国，1910年出现

在美国。《牛津英语词典》将 1852 年与 1895 年分别列为“女性主

义者”与“女性主义”首次出现的年份。根据历史时代、文化与国

家，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者有不同的动机与目标。大多数西方女性

主义历史学家主张所有致力于获得女性权利的运动都应被视为女性

主义运动，即使他们没有（或不会）将这个词应用在自己身上。其

他历史学家断言，该词应限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与其后代。那些历

史学家采用“原型”女性主义者”这个标签来描述早期的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minism】这是关于女性权利，

因过去妇女的权利并不存在，她们被剥削压迫。如今，教育普遍以

及全球性的文化风气，妇女征服了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女王、总理、

首席执行官与领导。 

信徒应该如何以神的话语与教会观点来看待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与

其他属世的运动，是这世界的神所组织与掌控的。它的目标与成果

都是属肉体的，就是属世的。虽然信徒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但圣

经已经揭示足够的真理，以指导与帮助所有信徒为基督作敬虔与公

义的见证。 

 

但女性主义不应当被引进教会。合乎圣经的理由是，耶稣基督是教

会的头，而不是那世界的神因他本身是魔鬼。把女性主义引进教会

就是把世俗哲学带进来做主工！这是亵渎神！神已经将完全与足够

的话语赐给祂的儿女来指导男男女女他们当如何彼此相处、服事神、

为祂作见证，并将荣耀归于神。教会不能因引进属世的方式来做神

的工作而犯罪。这就好像说神需要魔鬼来成就祂的圣工！不圣洁的

恶者能献上圣洁之物吗？绝对不可能！女性主义在信徒的生活中与

神的教会里是不能占一席之地的。 

 

提问：圣经对持续不断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有何解说？末世日

益逼近，以色列及其相关情况将如何变化？ 
 

答复 – 只有当基督再来时冲突才会停止。除了基督的爱，没有人

能够化解人类心里的仇恨敌意。只要仇恨仍然存在于全人类心中并

继续滋长，冲突与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在世界统治者敌基督被启

示与高举之下，它将逐步升级并达到高潮。以下的启示录经节揭示

敌基督如何以和平征服控制。启示录 6:2-8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

白马；骑在马上的，拿著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

要胜。3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4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 

 
 

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5 揭开第三印的时

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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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马上的，手里拿著天平。6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7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8 我就观

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著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作：死亡）、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一旦他获得权柄，必然原形毕露，现出

他的独裁者本色，大肆屠杀并摧毁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他将实施

经济制裁，例如除了受印记的，任何人都不得做买卖。启示录

13:17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

卖。” 

 

以色列将与敌基督议和。这份和解只会持续七年。在这七年期间的

中途，敌基督将在圣地行毁坏可憎之事，从而背叛这平安。耶稣基

督也提及这事，并将其列为祂再来审判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之前会

发生的迹象之一。马太福音 24:15“「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 

 

以色列是神唯一从开始就设立的国家。这种冲突是属灵的。由这世

界的神所掌控的这个世界将永远对抗以色列。当教会的见证结束时，

以色列将再次成为神的子民。随着神对以色列所作的应许的实现，

以色列将得胜。以色列将成为基督在地上统治一千年的国家。它被

称为千禧年，基督将在以赛亚书第 65 章提及的新天新地统治万物，

不要将此与启示录第 21章的新天新地混淆。 

 

主仆 

郭全佑牧师 

 

 

 

 

 

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70位   儿童：17 位   奉献：$10,362.35  

 

 

 

金句背诵 
（传道书 11: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以赛亚书 41:10）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创世记 第 41章 25节 至 第 44章 17 节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诗篇 第 40 至 46篇 

 

 

属灵操练（八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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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接续第 4 页） 

 

III. 彼此勉励与分享生活 – 希伯来书 10:23-25；罗马书

15:30-33 

 

身为神的子民，当我们在地上事奉并为基督作见证时，世界

的神四处布下陷阱险境伤害我们。在抵制诱惑方面，我们的

意志力不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我们仍然会陷入肉体的

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之罪孽。只要信徒依旧以

这必死的肉身服事神，这些诱惑必终身烦扰折磨他们。我们

面对的试炼包括疾病、逼迫、以及通过财富所带来的诱惑与

世俗思虑。它们是真实不是虚幻的。信徒之间需要彼此互相

鼓励好让我们能同心合意地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忠心地服事

神。因此，神就如此警戒我们：希伯来书 10:23-25 “也要

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

实的。 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25  你

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 待续 25/8 -  

 

 

主内郭全佑牧师 

 

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接续 4/8） 
 

使徒行传 4:23-31 

 
地方教会成立之后，信徒面临十二使徒之一的首个殉道。使

徒行传 12:1-5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2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3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

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 4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

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後

把他提出来，当著百姓办他。 5  於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

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强调附加】彼得将是下一个被

杀的。那地方的恶王，希律王狂热于讨以色列人欢心。既然

雅各的死令犹太人欢喜，合他们心意，何不将彼得也杀了

呢？但是神已经预定祂每个儿女在地上结束事奉的时辰，彼

得的时候未到。当时门徒对这事并不了解。 

 

彼得被带走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祈求神施恩怜悯彼

得。在教会的初期阶段，他们需要他。为了要增强信徒的信

心，还有许多事情尚待处理。他们集体祷告，而且他们的祷

告蒙神垂听。起初，教会众人不相信神这么快速就回应他们

的祷告。当彼得来到教会告诉他们他已经获释的好消息时，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惊异的解救。但神确实搭救了彼得。

人们继续祷告，信心与日增强巩固。 

 

待续 -- 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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