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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03/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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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九部分 

 

提问：一些教会实行让牧师把手放在人头上，祷告并治疗疾病，病

人甚至不必看医生。有没有经文证明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答复 – 在评论第一个问题之前，主要要注意的是，就合乎圣经而

言，在执行一切基督教的习俗常规之前，必须先确定它们都是出自

圣经的。如果牧师要教导一个患病的人不必去看医生，只要让他按

手在病人身上就足够了，那么，该牧师有责任提出经文为证，以显

示他的教导与实施是合乎圣经的。不该是由别人来证明那样的做法

是不正确的。比方说，当一个人被邀请到一个基督教教会，理所当

然的，该教会所实施的一切必被理解为是直接或通过推论依据圣经

而行的。因此，牧师有责任从圣经中证明，看医生是一种罪过，只

要让牧师按手在病人身上就足以治疗。 

 

圣经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了按手的情况，或许在雅各书也有同样的暗

示。 

使徒行传 28:8“当时，部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

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雅各书 5:14-15“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15 出於信心的祈祷要救那

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使徒行传 28:8 是形容保罗在治疗与行其他神迹的使徒能力。按手是

旧约时代合乎圣经的祝福或者是与被按手的人认同的方式。比方说，

当一个敬拜者在神面前按手在例如赎罪祭的祭物上，基本上，他将

自己视为与祭物同为一体。他也表明那祭物即将为他的罪而死。这

一切都在会幕或圣所之前，即耶和华面前完成。这也象征基督为敬

拜者的罪而死。按手治疗含有恳求耶和华医治那个病人的意思。保

罗只是中介，因为只有主才是伟大的医师。 

 

在雅各书5:14-15，神说当有人生病时，信徒该请教会的长老。原因

在于长老该是教会里灵命最成熟的，因此，他们的祷告比教会中其

他的人更符合神的旨意。他们为痊愈祷告，并且用油，很可能是橄

榄油。油本身不能医治。能医治的乃是主。为患者抹油并同时祷告

是向伟大医师恳求治疗的方式！ 

 

雅各并不是说那患者不为他自己的痊愈祷告。祷告是要祈求神，要

以公义的心与正确的方式来求，而教会的长老应该拥有这样的态度。

他们理当更了解神的话语，因此能够更加准确地祈求神的旨意的成

全。就当今的情况而言，每当信徒要去看医生，也应当先祷告。药

物是神用来治疗的方法之一。但最终，真正的治疗者仍然是信徒的

伟大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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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哈巴谷书 2:3“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我们如何知

道这“默示”指的是对犹大的审判，而不是像第二章其余的章节所

提及的对巴比伦的审判？ 

 

答复 – 哈巴谷书 2:1-4“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

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祂诉冤（向祂诉冤：或作回

答所疑问的）。2  祂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版上，使读的人

容易读（或作：随跑随读）。3  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

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信得生。” 

 

“默示”一词指的是当先知哈巴谷醒着时神赐给他的话语，与此对

比的“梦”虽然也是指神所赐的话语，但接听者则是睡着的。这些

词“默示”与“梦”如今已不再用以形容“将来的计划”与“晚上

睡觉时作的梦”。在哈巴谷书这本短短的小先知书的一开始，就指

出了哈巴谷对犹大的不公正情况的关心，因为在犹大的穷人、寡妇

与无助的人遭受恶者的暴力欺凌，饱受蹂躏，而恶者因为他们的政

治关系则逍遥法外。哈巴谷向神祈求公理。耶和华宣称祂将差派巴

比伦人，然而，哈巴谷却难以接受一个更加邪恶的外邦国来惩罚一

个像犹大这样不太邪恶且是被拣选之国。耶和华必须教导哈巴谷，

祂晓得祂在做什么，而哈巴谷必须相信祂，惟义人因信得生。哈巴

谷书 2:3 的“默示”是指哈巴谷全书。这书主要是关于犹大及其将

如何被巴比伦人惩罚。但是巴比伦人又因他们对犹大所做的恶行而

受到耶和华的惩罚。凡犯罪的都将受到耶和华的惩罚，因祂审判时

不偏待人。 

 

因此，此处的“默示“是指犹太人与巴比伦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

及神如何按照祂的主权与圣洁的公义来处理这两者。 

提问：使徒保罗是否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与希伯来书错误地引用哈

巴谷书之经文？因其意义有异于哈巴谷的境况。 

 

答复 – 哈巴谷书 2: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

信得生。”哈巴谷书的背景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例如耶路撒

冷的陷落与巴比伦人对犹太人的屠杀，义人也要继续信靠耶和华。 

 

罗马书 1: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使徒保罗在此处

是要为全本罗马书定下主调。罗马书的要旨是救恩是本乎恩，也因

着信。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此，保罗所引用的哈巴谷书 2:4

是相当贴切与正确的。哈巴谷的教导是不管生活的外在环境如何，

义人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凭信心度过一生。 

 

加拉太书 3:11“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写加拉太书是因为救恩是凭

着信的教导遭到假教师的攻击，他们的教导是救恩是通过行基督徒

之事而获得的。在旧约的情况下，基督徒之事是指旧约律法例如行

割礼等等。这是直接攻击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教义。同样地，

保罗引用哈巴谷书 2:4 是没有矛盾，而是顺畅和谐且准确的。这些

假教师的教导是救恩不再是相信基督在十架上所做的；但是，基督

的福音清楚阐明救恩永远是凭着信，即相信神在祂圣言所说的一切。 

 

希伯来书 10:38“只是义人（有古卷：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他

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希伯来书的情况是针对一些自称是

信徒的遭受逼迫时胆怯退缩，即放弃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他们畏惧而不信，因他们不想为基督而蒙受损失。他们缺乏信心而

且不要信靠主。紧接着希伯来书 10:38，就是众所周知的希伯来书第

十一章的信心伟人堂，指向因对基督的信心而受苦的旧约先知。此

处引用哈巴谷书 2:4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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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提防“直译主义”，这是对圣经原文的逐字解释，因这种

谬误的注释理解，破坏了经文的情况背景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提问：我们为什么不为传教士行按手的礼？ 

 

答复 – 传教士是在国外事奉的神的仆人，与在国内事奉的神的仆

人没有什么不同。一旦对他们进行了 适当的评估，并且确定了他们

个人的蒙召，两者皆可成为被按立的候选人。之后，他们通过按手

的礼被公开坚定确认。他们的讲道、教导与牧养事工，以及他们的

生活、他们与人特别是与家人的关系，都将成为评估标准的一部分

（参提摩太前书 3:1-7）。在过去，由于没有进行尽职调查（根据神

在圣经里给予我们的合乎圣经的标准），所以犯了错误。因此，这

些被委任的圣职人员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与会众的生活遭受破坏。

更严重的是，因他们的失败与在属灵任务上的失职，使得基督的名

蒙羞。 

 

提问：为什么宗教改革者欺骗官方他们藏匿路德是被认可的？欺骗

不是错误的吗？他们不也应该像大卫一样一直逃亡吗？ 

 

答复 – 欺骗或撒谎是完全不被认可的。出埃及记第 20章（十诫）

列出的第九条诫命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 

 

这个诫命说明撒谎永远是一种罪行。这个诫命也与第八诫命有关。

当一个人撒谎，尤其是破坏别人好名声的谎言，就是偷窃了他们的

好名誉。说谎作假见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罪过。在某些情况下，这

是违法行为，尤其是在法庭供证，当义不容辞地说实话。在那样的

情况下撒谎将被判入狱。 

 

但很多时候，多数人相信撒谎是微不足道的小罪行。因此，造成谎

言有所谓的黑白之分，黑色谎言是恶意的，必须不惜代价避免它。

黑色谎言包括会伤害别人的谎言。比方说：倘若我撒谎骗了某人一

笔钱，这就是黑色谎言；一个好色的男人向他的女朋友撒谎，向她

承诺会娶她，为的是要与她“上床”。白色谎言被世人定义为善意

的谎言，因为它们不会伤害而是有所帮助的。比方说，患病的叔叔

被诊断得了癌症，他家人认为他无法接受事实。他询问家人医生对

他的病情的说法。他们没有告诉他真相，而是说他患有严重的流行

性感冒，这是他身体疼痛的原因。这是世人甚至在某些所谓的基督

教圈子也把第 9诫命按等级划分地应用。 

 

有些基督徒教师与牧师教导为了拯救性命而撒谎是正当合理的。第 9

诫命是神明白绝然的律法之中的一部分，它们是绝对的，不能被违

反。撒谎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一旦这绝对的律法可以“合理”地被

违背，那么它们不仅仅将其限制在第 9 诫命中，而是将会“合理”

地违背一切。这就意味着杀人、奸淫、跪拜偶像、不守安息日等等

都是可以有理的。这促使圣经中的绝对性律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

是决疑性律法，导致无神论的教导，就是所谓的处境伦理学，即按

处境而行事。 

首要的是，在信徒的生命中，拯救一个人的性命不是最至关紧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荣耀神。比方说，神命令以色列毁灭除尽耶利哥城内

的一切，因该城是受耶和华咒诅的（参约书亚记 6:17-19）。他们必

须杀尽每个人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利哥人民犯下的罪孽使得耶

和华作出如此反应。以色列是神用来惩罚的器皿。耶利哥城内的婴

孩也被杀吗？在耶利哥死去的婴孩已经从罪中被解救出来而上到天

堂。信徒必须从圣经观点来看待死亡。有时候，死亡不是一种惩罚

而是对信徒施怜悯，使他们蒙福。这样的一个例子记载在列王纪上

14:13“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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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显出善行。” 

 

支持处境伦理学所举的例子：施弗拉与普阿的谎言（参出埃及记

1:15-21）；约书亚记第二章喇合的谎言。他们说神祝福这些人是因

为他们撒谎，所以，撒谎是没有问题的。他们说施弗拉与普阿撒谎

因为在现代的世界，人们不再以出埃及记第一章所形容的方式生育。

这种整体转移是现代基督徒在解经时犯下的最大错误。仅仅因为今

天的现代社会没有做的事不意味着圣经时代没有这样做。犹太妇女

身体强壮，她们在收生婆抵达之前就生产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出埃及记第一章完全没有记载任何谎言。施弗拉与普阿被耶和华厚

待因她们有勇气反抗法老的命令而服从耶和华。出埃及记 1：21 记

载了圣经的称许祝福：“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

室。” 

 

喇合撒谎。她是一名妓女，她隐藏了约书亚打发来的两个探子，并

且向前来追捕与杀死他们的守卫撒谎。问题在于“她是因撒谎抑或

其他的事而蒙耶和华祝福呢？” 

 

答案就在希伯来书 11:31“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喇合之所以被拯救是因着她信

耶和华而不是因为她撒谎。撒谎或违反十诫中的任何一诫都是没有

道理的。 

 

这条诫命的应用记载在出埃及记第 23章。出埃及记 23:1-3“「不可

随夥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连手妄作见证。2 不可随众行恶；不可

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3 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

偏护穷人。」” 

 

应用的范围包括私人见证与公开见证。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诚

实地处理一切事务，包括口头上的与书写的话。否则将是不公正与

罪恶的。 

 

马太福音 5:33-37:“「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

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34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

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35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

为地是祂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

的京城；36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

白了。37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

是出於那恶者（或作就是从恶里出来的）。」” 

 

在主耶稣的时代，人们常说双重意思的话。他们大多有撒谎的意图，

除非那是奉耶和华的名所立的誓言。除此以外，只要是它能使他们

受益，他们就会食言。 

 

主必须处理这种歪曲神的真理的事。上述经节并非完全反对许愿或

立誓。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加入教会、结婚、参加国民服役，在法

庭上等等，都要立誓或宣誓。 

 

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要旨是纠正存在于祂的时代的恶习弊病。信

徒不应当立誓之后再背誓。信徒必须永远信守诺言。没有所谓的：

“在重要事情上，我会信守承诺，而在次要的事情上，我会背弃承

诺。”原则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

多说，就是出於那恶者。”恶者的心是撒谎的心，口里说出来的话，

口是心非，言不由衷。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不是在于他认识了多少神的话语，而是在于能

够约束他的口舌。雅各书 3:1-2“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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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2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主仆 

郭全佑牧师 

 

 

 

 

 

 

 

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56 位   儿童：23位   奉献：$5825.30 

 

 

 

 

 

 

 

 

 

 

 
 

 

 

金句背诵 
（箴言 25:11-12） 
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智慧人的劝戒，在顺从人的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妆饰。 

 

（耶利米哀歌 3:22-23）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祂的怜悯不致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祢的诚实极其广大！ 
 

 

读经运动 
新约圣经: 罗马书 第 2章 1节 至 第 5章 11节 

 

每日灵修《读、祷、长》 
新约圣经: 林前 第 11章 3节 至 第 11章 22节 

 

属灵操练（十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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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督受苦 

  

（接续 4 页） 

 

罗马书 10:9-11“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

里复活，就必得救。 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

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11  经上说：「凡信祂的人必不至於

羞愧。」”当他谦卑地归向基督，以罪人忧伤痛悔的心恳求

神的恩典，在基督里拯救他时，救恩是确实肯定的。这是在

神面前的温柔，必为他的灵魂带来救恩。他必永远活着， 

直到有一天，以神的儿女的身份在新天新地承受地土！ 

 

从罪恶主人带来的罪恶痛苦中解脱出来，多美好奇妙！ 

 

II. 引起痛苦的生命 – 5:6-8 

 

在基督里，每个信徒的新生命是以圣洁与敬虔为特征。圣经

马太福音 5:6-8 如此描绘这个新生命，“ 饥渴慕义的人有

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蒙怜恤。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信徒

必然会改变，因他现在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他有一种前所

未有饥渴慕义的心。他过去贪恋肉体的事，但如今拥有属灵

的饥渴慕义的心。 

 

- 待续 10/11 – 
 

 

主内郭全佑牧师 

 

为基督受苦 

 
 

（接续 27/10） 

 

每个信徒都会受苦 
-马太福音 5:1-12 

 
在得救或从罪的束缚中被解救出来之前，他必须先在圣洁的

神面前承认他是罪魁。他恶贯满盈，该被治死下地狱。他必

须诚心诚意地承认他大大地犯罪，得罪了神。焦点并不在于

他得罪了人。因他得罪了人，还可以向那人做出赔偿。而得

罪了神，就无法做出任何赔偿来恢复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他

仍然与神为敌。他在神面前诚恳地认罪，神必引导他领受救

恩，以至于最终承受神的国。 

 

接着，他在神面前为他的罪哀恸。哀恸并不仅仅是道歉或难

过。他现在承认自己得罪了圣洁的神，并为他的罪深深悲痛

以至于恸哭流涕。这是在悔改中转向神，而不像加略人犹大

所经历的那种表面的悲伤流泪，它只落得自杀的下场！犹大

的哀愁忧伤是以人为中心，而彼得与所有真正信徒的悲痛是

以神为中心，使人藉着基督得到神的赦免宽恕。后者转向神 

，前者只是自怨自怜！真正悔改的罪人谦卑地向神哭诉求助 

。他必在为他的众罪而死的基督里得到神的安慰。他诚挚谦

卑地来到基督面前接受祂为他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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