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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25/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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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九部分 
 

提问：长期以来，我在职场一直遇到困难，同事不友善并且工作繁

重。我如何知道这是来自神的试炼，抑或应当离开这样的环境？ 
 

回复 – 首先要做的是确定不友善待遇的原因。如果是由于你敬虔

的见证如勤奋、诚实、基督徒道德与原则等等，那么你是在为基督

受苦。你应当为此祷告，继续信靠主并坚持为基督作圣洁的见证。

对于所有为祂受苦的门徒，基督如此劝导他们：马太福音 5:38-42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39 只是我告诉你

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41 有人强

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42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

贷的，不可推辞。」”通过这种不回击并不断行善的生活，他们将

在你的生命中看到基督，神可以使用你把救恩带给他们。这也适用

于工作量增加的时候。 作为主在职场上的见证与仆人，这就是我们

所有人应该做的事，我们忠心的服务是受到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

的动机）而不是为了钱财。 

如果工作量超出了你的应对能力，或者你力不从心，无法很好地完

成工作，那么只好根据你的能力，更换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一

个信徒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他为基督所作的见证是拙劣的。同事会

认为他无能力不称职。了解一个人的天赋与才能是非常重要的。教

会里的服事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属灵恩赐，并在与

这些属灵恩赐直接相关的事工服事。否则，基督的见证将受到严重

的影响，事工与其他人的生命将受到伤害，有时候甚至无法修复。 
 

提问：你认为班丹加略堂是否应该有更多位牧师与长老？为什么领

导人这么少？ 
 

答复 – 这并不是仅仅在全职事工中加添更多人的情况，而是关乎

到合适的人选问题。神呼召有正确属灵恩赐的合适人选来服事。当

只是为了减轻工作负担而引入了不合适的人时，祸患在所难免。我

们过去曾有全职人员在教会事工中造成许许多多令人苦恼忧伤的事。

他们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事工的负担。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试

图帮助他们，遗憾的是他们拒绝接受帮忙。他们当中有些非常固执

己见并且行为特殊，甚至造成令人难堪的处境，有损教会的见证并

且绊倒多人。会众关系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些甚至离开教会。 
 

正如会友来教会崇拜与服事是因蒙神呼召，而不是别有用心，那么

当涉及传讲神话语的全职人选时，岂不应该更加耐心地等待神差遣

一位合适的人来向神的子民传讲神的话语。因为妥协，把错误的人

安置在教会的领导职位上，许多教会已经被摧毁。因为错误的人被

安置在教会的领导职位上，教会在一两年内就分裂。要摆脱他们就

好像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同时拔出四颗智齿一样痛苦。生活被

摧毁，家庭分裂，教会不再如初。教会是属于神的。耐心等候神的

差遣是最美好并合乎圣经的，因为神最了解。为了保护与照顾神的

羊群，在评估圣职人员时必须严格遵守圣经的准则，以确保他们是

真正蒙神呼召的。根据圣经准则审慎辨别一个雇工与准备为神的羊

群牺牲的好牧人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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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我们有许多条规。禁止看电影、玩电脑游戏、听现代圣乐。

我努力荣耀神但失败了，总是在以上及各方面都有不足之处。我害

怕领洗，唯恐玷污了基督圣名。你有何建议？ 

 

答复 – 圣经说神赐给祂所有儿女在基督里的自由意志。所有信徒

在地上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并永远不会丧失他们在基

督里的救恩。这是每个真正重生信徒的救恩确据之应许。你不应当

按照那“许多条规”来为基督而活。这种想法使得在基督里的生活

充满沮丧而没有喜乐。虽然我们可以做所有的事情而不至于丧失我

们的救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任意地做所有的事情，尤其

是那些有损我们对基督的见证的事情。 

 

作为神的儿女，很多事情，我们选择不做是因为它们会玷污我们与

主的同行，并且损害我们为基督所作的圣洁见证。这是信徒避开这

些活动的最主要原因。当信徒拒绝参与这些活动时，他是甘心乐意

这样做的。他由衷地拒之门外，因他知道这些活动有损他为基督作

的见证。他是真心诚意地不干那些事。但是，如果不做某些事的原

因是为了敷衍应付并依法遵守“一套规则”，很快地牢骚怨言接踵

而来，并且导致犯罪。最终导致软弱后退甚至背弃基督，重新拥抱

世界。这意味着这个人的救恩从一开始就不是真实的。比方说，抽

烟、喝酒与赌博是所有信徒避而远之的恶习，他们由衷地远离它们。

这些恶习会破坏他们为基督所作的圣洁见证。电影与电脑游戏是信

徒在 21 世纪所要面对与抗衡的产物。看电影并没有错，关键在于我

们看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孩子们在教会圣经营观看基督教电影。学

生与讲师在远东神学院（FEBC）的丰盛港退修会上观看基督教电影。

我们做或不做某些事的合乎圣经理由是至关紧要的。 

荣耀神并不是指无罪的完美。信徒过圣洁生活就是荣耀神。这是神

所要求的。彼得前书 1:13-16“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

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

你们的恩。14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

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

事上也要圣洁。16 因为经上记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的。」”圣洁生活不是无罪的完美境界。圣洁生活意味着在神面前

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过并真心诚意地悔改。所有信徒都能做到这一

点，因内住的属灵会帮助他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基督的名是不

会被玷污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基督的名就修复了。 

 

当自称是信徒的拒绝为他们的罪悔改，基督的名必被玷污。他们选

择活在罪中并继续犯罪。这样的人不当接受洗礼。但是，你如果已

经真正接受基督为你的个人救主，就当要求受洗 。信徒领洗是在众

人面前承认他已归属基督，从今往后为基督而活。他告诉全世界他

们将在他的生命中看到基督并从他的口中听到基督的话语。当他能

够这样做而不要求圣洗礼就是否认基督。有一些为了不要让他们的

父母生气就情愿取悦他们而不是基督。否认基督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他们承认基督为主的意愿让人质疑。马太福音 10:32-38“「凡在人

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

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34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

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35 因为我

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36 人的

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37 「爱父母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

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提问：倘若神能够看到未来，并且无所不知，祂为什么不干脆不创

造撒但？那么祂就可以不必差遣祂的独生子降世来惩罚祂。 
 

答复 – 正是因为神的全知，历史事件才会以这样的形式发生。提

问“倘若神能够看到未来，祂为什么不干脆不创造撒但？”就如提

问“为什么要有太阳、宇宙？”或者“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方

的？”一样。这些问题来自对神必须如何运作的先入之见。这是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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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操练（八月份） 

昧无知。所有的历史，宇宙的未来以及其中的一切，包括差遣祂的

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这些事实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旨意，因

为祂不仅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与无所不能。这正是神一直都无所

不在最清楚的证明。祂在同一个时间，知道一切；而且根据祂全知

的旨意创造了一切包括天使。祂了解万事，并完完全全按照祂的主

权与意愿成就万事。换句话说，神的儿女必须理解神的无所不知来

确信天地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对此有所质疑。人类必须接受而

不是质疑。神不必向人交代但全人类都要向神交账。                                                                                                                                                                                                                                                                                                                                                                                                                                                                                                                                                                                                                                                                                                                                                                                                                                                                                                                                                            

  

罗马书 9:20-24 “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

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麽这样造我呢？21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 

22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23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

得荣耀的器皿上。24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

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麽不可呢？”任何人否认需向神交账

是在伤害自己。任何人否认神创造人以及天地万物必深陷罪中，自

取灭亡。罪人当来信神，并在基督里从罪中得救。诗篇 9:19-20 

“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

20 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细拉）”人当认清他与神的关系中所处的身份，因神确知祂在人

当中的无所不能。人当向神交代而不是神向人交代。 

 

主仆 

郭全佑牧师 

 

 

 

 

 

 

 

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60位   儿童：18 位   奉献：$49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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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章 至 第 50章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诗篇 第 54 至 60篇 

 

 
至 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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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接续第 4页） 

 
31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

捐项可蒙圣徒悦纳，32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

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33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

众人同在。阿们！”【强调附加】使徒保罗明白集体祷告的

属灵益处与现实，这就是他要求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与他一起

祷告的原因。当他们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为保罗或和他一起祷

告时，他们能够和保罗感同身受，也能分享他的忧虑与愿

望。他分享的三个目的分别列在第 31 与 32 节。 

 
IV. 一起祷告的实例 – 使徒行传 4:23-31 
 

彼得与约翰被公会成员拘捕，并监禁了一天。隔天，他们被

警告不得再传讲基督。但彼得被圣灵充满，大胆地向公会成

员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被斥责，得保持沉默，不再奉

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但他们拒绝听从并回答说：“「听

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

吧！20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

4:19-20）这种勇气激励信徒在全能的神面前同心祷告与颂

赞。 

 
待续 – (1/9) 

 
主内郭全佑牧师 

 

 

 

使徒行传 4: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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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聚会的目的就是要互相帮助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

至摇动。这不是唯恐失去救恩，而是有失去为基督作好见证

之险。这些对于信徒生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神将我们的亲

人送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为基督的见证影响着他们。当我

们活出圣洁与公义的生活，他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基督。当我

们活在罪中，基督的形象就严重地被玷污受损了。他们没有

蒙福反而被绊倒了。一起聚会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危险与罪恶

的情况。聚集一起来团契是非常重要的，但聚集在一起更好

的原因是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一起祷告。通过“一起彼此代

祷”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唯有亲身体验方能了解信徒藉着

基督在彼此之间的喜乐与内心联系。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体

验到这种感受。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 15:30-33 所恳求的：

“弟兄们，我藉著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著圣灵的爱，劝你

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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