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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15/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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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二部分 
 

提问：彼得后书 1:10 似乎与“圣徒蒙保守”的教义相抵触尤其是“这

几样”所指的是之前的经节所列出的敬虔德行。 
 

答复 – 彼得后书的上下文指向在基督里真正重生的信徒生命中当彰

显的救恩之确据。既然救恩完全是神在罪人生命中的作为，并且在

内住的圣灵的推动与改变下，使得他越来越像基督，那么，救恩的

确据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显然的结果。第 5 至 7 节列出信徒合乎逻辑

的顺序历程，这是他内住的圣灵的作为（参第 8 节）。自称是信徒

的在他生命中没有这样经历的，他就像第 9 节所说的，并没有重生。

因此，神命令所有自称是信徒的当仔细鉴察自己内心，确保自己有

罪人转变成圣徒的明显的必然顺序历程，来确定自己的救恩。 
 

彼得后书 1:5-11“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

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6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7 有了虔敬，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8 

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上不至於闲懒不结果子了。9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

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10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

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

不失脚。11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

督永远的国。” 
 

“圣徒蒙保守”是根据神对罪人的救恩的观点。这意味着如果他在基

督里真正重生，他不会失去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是确确实实地掌握

在神与基督的手中。除非有某人或某样东西胜于父神与圣子的权柄，

不然，所有重生的信徒绝对不可能失去他们的救恩。以下是支持圣

徒蒙保守教义的一些经文，全然是因为神的保守眷顾，神的儿女才

能得到永恒救恩。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约翰福音 10:27-30“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著

我。28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

们夺去。29 我父把羊赐给我，祂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30 我与父原为一。」” 
 

罗马书 8:34-39“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

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或作是已经死

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

吗）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6  如

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37  然

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38 因为我

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39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

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提问：是否有必要与那些相信说方言仍然以狂热祷语的说话方式存

在的人实行分别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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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 分别为圣乃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为了让祂挚爱的儿女远离世界

的邪恶而赐下的教义。这有福的教义就像是白血球，消灭那些侵入

我们身体的有害物质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都想要一个健康

的身体，不是吗？分别为圣的教义使罪恶与错误的教义远离信徒为

基督做见证的圣洁生活。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都想要一个健康的

灵命，不是吗？哥林多后书 6:14-18“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

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麽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麽相通呢？ 15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什麽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

主的有什麽相干呢？16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麽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

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17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

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18 我要

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每个信徒必须远离罪人的罪孽，而不是罪人本身，因信徒蒙召就是

要为基督向罪人伸出援手。适用于非信徒的分别为圣的两个典型例

子是关乎婚姻与合伙生意。只有在双方都采用基督徒原则并按照圣

言顺服基督的带领，才能维持这两种关系。信徒做得到，非信徒却

不能。怨言争吵在所难免。需要注意的是，基督徒不能应用基督徒

的原则来论断非基督徒。这样做是最不公平的。特别是为了他们灵

魂的缘故，应当爱与真正地关心他们。 
 

分别为圣的教义也包括与那些仍然活在罪中，拒绝悔改，自称是信

徒的保持距离，不相往来。罗马书 16:17-18“弟兄们，那些离间你

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18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

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论到信徒之间的相处，划分界线是根据

基督徒的标准。自称是信徒的罪孽也羞辱了基督的名。为了这个理

由，分别为圣的教义就更为重要。自称是信徒的，如果犯错又拒绝

悔改，对他实行分别为圣也可以帮助他意识到他的罪行。这是要让

他知道因他不肯悔改，就无法与他相交，正如因为他的罪，他不能

与神交通一样。诗篇 66:18“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说“方言”（所谓的狂热祷语）是非常严重的谬误教义，因这是灵恩

派标志性的教义。灵恩派不仅仅说“方言”，他们也遵循所有错误的

教义，导致恶劣行为使基督的名蒙羞。 

 

圣经提及的说方言是正统的语言文字，而非灵恩派的胡言乱语。灵

恩派引用经文使它们的欺诈诡计合理化，以欺骗与推广它们的假基

督教。灵恩派的“方言”不是心理作用的就是邪灵的。他们不是对基

督的事工无害的无知诈骗。它们是致命的，因它们使男女老少误信

他们所发出的胡言乱语是向神说话，而实际上愚弄了他们自己！新

福音派通常把说方言宣称为狂热祷语。他们对真理折中，作出让步

并拒绝分别为圣。他们基本上是为了讨好取悦人们。他们各人任意

而行，只有在有利之时才引用圣经。他们略晓或根本没有圣经信念，

因他们像变色龙一样，随时做出改变以取悦任何与他们相交的人。

这些自称是信徒的人把说“方言”标志成狂热祷语，这样一来，他们

就可以随意与灵恩派相交。这些人的罪孽比“说方言”的灵恩派更深

重。这些新福音派的罪孽与欺诈诡计比灵恩派更严重因他们包容、

赞同并接受灵恩派的说方言，并称之为狂热祷语，而实际上它们是

邪灵或自欺。灵恩派说方言绝对不是出自神，也非狂热的祷语，而

是胡言乱语。 
 

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和那些这样“说方言”的人相交却不指出他们

的罪行呢？如果你真正关心他们，就必须将真理晓谕他们并帮助他

们脱离骗局。如果他们拒绝听取教导，那么与他们分别为圣就是帮

助他们的最佳途径。箴言 27:5-6“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6 朋

友加的伤痕出於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提问：请帮助我理解申命记 10:14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

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及但以理书 7:25“一载、二载、半

载。”这两节经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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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 申命记第 10 章的上下文是论及摩西提醒以色列子民他们必

须遵守神的诫命。他刚向他们重述为什么神要第二次颁布十诫，因

为当以色列在承诺他们不会为神铸造偶像并向它们跪拜之后就铸成

了金牛犊，于是摩西摔碎了神第一次颁布的十诫。最糟的是他们在

神眼前行恶犯罪，因以色列铸牛犊犯罪时仍然安营在西奈山脚。摩

西对以色列的最终信息记载在申命记。他要以色列圣洁，不想他们

得罪神受惩罚。申命记 10:12-15“「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

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祂的道，爱祂，

尽心尽性事奉祂，13 遵守祂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14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

和华你的神。15 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

们的後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 
 

摩西命令以色列仰望那繁星闪烁的天上，直上天上的天，即神所在

的第 3 层天上以及地上，这些都属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在祂伟大创造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通

过他们使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要像神一样圣洁并遵守神的诫命。 
 
（接续 15/09/2019 第 14 页） 
 

不要像你们在狂野灭亡的先祖那样犯罪。39 岁与以下的这一代年轻

人都是在旷野中出生与长大的。他们必须通过征服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必须在圣洁而不是罪恶之中行事，否则耶和华将不会帮助以色

列成功攻取。 
 

但以理书 7:25“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 年半”。“载”是“年”，“一

载、二载、半载。”加起来总共是 3 年半 。敌基督将在末日与以色列

立约言和。根据但以理书第 9 章和解只维持 7 年。在 7 年之半时，

敌基督将毁约，并在圣殿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但以理书 7:25“他

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

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 9:27“ 一七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行

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

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以

理书 7:25 描述第二个 3 年半而但以理书 9:27 所描述的是 7 年的前半

部。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但以理书 7:26 提及在 3 年半结束之

后，敌基督将受到神的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但以理书 7:26“然

而，审判者必坐著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

到底。” 
 

提问：在诗篇 137:8-9“…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

及“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请帮助我们理解这

两节经文中“有福”的意思。 
 

答复 – 诗篇 137 是一首咒诅诗。咒诅是指诗人向神呼求，祈求神惩

罚那对以色列行邪恶与不义 的敌人。 
 

 

诗篇 137 是一首全国性（民族性）的咒诅诗。有些诗篇像诗篇 58 及

诗篇 59 是属于个人的咒诅诗，大卫自己要求伸冤，呼求神惩罚他的

敌人。诗篇 1“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

位…这人便为有福！”及诗篇 2：12“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

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

的。”【强调附加】就圣经而言（旧约与新约），“有福”具有“蒙福”

的意义，蒙福的基础在于和神的亲近关系。这与马太福音第 5 章的

登山宝训论及之八福有同样的意义。 

 

问题在于当如此血腥残忍的事情发生在神子民的敌人身上时，人怎

么会是蒙福的呢？基于圣经教导我们要宽恕并为他们祈求救恩，这

样的咒诅似乎是错误的。这虽是不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神的儿女

不应当求神伸冤，祈求在地上的公平对待！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主

祷文里给予门徒的祷言：马太福音 6:10“ 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国降临，神的正义将掌管大地！

这正是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向神所祈求的。犹太人呼求神向巴比

伦人做出巴比伦人曾向他们所行的一样。这不是报复而是恳求公平

的正义，这是所有神的儿女所渴望的。那些复活被提的圣徒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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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祈求神以公义对待。 启示录 6:9-11“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

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10  大声喊着

说：「圣洁真实的主啊，祢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

冤，要等到几时呢？」11  於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

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 

 

主仆 

郭全佑牧师 
 

 

 

 

 

 

 

 

 

 

 

 

 

 

 

 

 

 

 

 

 

 

 

 

 

 

 

 

 

 

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51位   儿童：24 位   奉献：$9369.00  

   

 

金句背诵 
（雅各书 1: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 

 

（罗马书 8: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 

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列王纪下 第 13章 至 第 17章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诗篇 第 75 至 81篇 

 

 
 

 

属灵操练（九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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