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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06/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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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五部分 

 

提问：神有时候是否会使用邪恶来完成祂的计划 

       (哈巴谷书 1:5-11）？ 

 

答复 – 圣经清楚地教导神的主权之教义。这是可以从整本圣经里的

66本书中看到的。如果神作为天地万物的创造主的主权范围仅限于

“好事”与“好人”，那么祂就不会被称为至高无上的。在这个词的

绝对意义上，神是全权意味着祂掌管一切包括善与恶。箴言 16:4“耶

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诗篇

76:10“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余怒，你要禁止。”未经神允

许，天空不降滴雨，阳光不透一线。就是说一切“自然”灾害的发生

是神所允许的。它们是凭着造物主的声音而发生的，而不是其他人的

声音！若神不允许，撒但与他的跟随者以及所有邪灵、邪恶的罪人根

本无法插足做任何邪恶的事情或有任何邪恶的想法。这是圣经所启示

的神之绝对主权。 

重要的是要记得神不是邪恶的起因。邪恶及其后果完全在于撒但、他

的邪灵以及所有邪恶的男女老少！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邪恶向神

交代，并且当受到圣洁、正义、全能的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惩罚！

加略人犹大因为贪恋钱财，以 30 块银钱，一个普通奴役的身价出卖了

主耶稣基督。然而，通过他的背叛，基督被逼迫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的罪而死，正如当人类犯罪堕落的那一刻神在创世记 3:15 的预

言一样。犹大要为他的邪恶背叛向神交代，他最终死在罪中而下到地

狱。 

 

约瑟被嫉妒并憎恨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当他还是奴仆时，

约瑟主人的妻子诬告他侵犯她，约瑟蒙冤被囚。他奴役与监禁的生活

持续了 13 年。但这是神预备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方式，使他在埃及

全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通过他的提升与智慧，神带领雅各与他

一家 75 口来到埃及的歌珊。在接下来的 430 年中，埃及成为雅各与他

的 75 家人的“孕育地”，直到末期，以色列人数已经超过两百万。神

利用约瑟的哥哥们与波提乏妻子的罪恶行为兴起了一个民族！圣经里

充满了这样的辉煌光荣的记载，即使是人的忿怒，要成全神的荣美，

人的余怒，神要禁止！ 

 

提问：倘若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的孩子的救恩，那如果他要与非信徒结

婚，出席他们的婚礼是否有罪？ 

 

答复 – 关键不在于你的孩子重生与否，而在于他是否自称或视自己

为基督徒。若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要根据圣经原则对他进行评

估。比方说，灵恩派的牧师不是重生的信徒，但我们得揭穿他，并且

不能与他相交；不这样做就是包容他们的罪恶行为与谬误教导。如果

你的孩子说他是基督徒却又决定要和非信徒结婚，就是促进基督与彼

列的结合。他就是表明基督与彼列，即撒但之间可以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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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极其严重的罪。如果身为基督徒的家长参加婚礼，比方说挽着女

儿步入圣所，或作为孩子的证婚人，他将被视为赞同与认可孩子的严

重罪行。 

 

遗憾的是，这种婚姻在这末世更加普遍。主若迟延再来，那些没有正

确地教养孩子的基督徒家长，将来必面临这样的问题。 

 

提问：雅各书 5: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

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这是否意味着新会

友不应该起誓？ 

 

答复 – 完整的经节是 – 雅各书 5:12“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

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雅各并没有反对起誓，因圣经赞成信徒起誓。但是，对于无意信守誓

言的情况，神在雅各书中做出如此警戒。这与基督在马太福音 5:33-

37 中登山宝训的教导是一样的。当时的弟兄一直肆无忌惮地起誓，无

意信守誓言而不受惩罚，他们的谎言与言而无信破坏了他们为基督所

作的见证。雅各的语法措词是要阻止当时的行为。弟兄一直妄起誓言

而从未实践誓言，雅各要他们停止起誓！当信徒的日常言语习惯总是，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信守誓言将成为他深信不疑的坚定信

念。当一个人惯于撒谎，那么，他也会轻易地背誓食言。 

 

守信是信徒为基督作见证最重要与最显然的方面之一。神永远信守圣

言，因此祂的儿女也要如此行！这是每个信徒非要持守的关键部分。

他每天与许多人接触时，因此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如果一个信徒被认

为是一个不守信的人，因他几乎总是在预约中迟到，那么当他要分享

福音时必然会失败。 

当福音出自难以说出实话的口中时，谁能相信此福音呢？这就是为什

么神说一个不能守信的神儿女必遭神的审判。审判可以多种方式呈现

包括疾病、失去工作、朋友、家人、自由，甚至他的生命！应当鼓励

信徒出庭作证并以圣经起誓。基督徒在结婚时立誓。基督徒青年参加

兵役时也宣誓。起誓是很平常的事。但在雅各时代与当今的问题是不

守誓言。传道书 5:4-6“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

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5 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6 不可任

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原文作使者）面前说是错许了。

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 

”圣经从未反对许愿，但肯定反对许愿不还！ 

 

提问：根据马太福音 5:19，是否意味着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

教训人这样做的，他们仍然可以进入天国（只是他们要称为最小的）？ 

 

答复 – 上下文 – 马太福音 5:17-19“「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

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

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19 所以，无论何

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

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主耶稣基督刚刚在马太福音 5:3-12 的八福中解释一个人怎样成为一名

基督徒并且说明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信徒的生命应当有所改变，从

而使他在地上的各种关系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他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 7:1-12），与他所拥有的一切的关系（参马太福音 6:19-34），

与神的关系（马太福音 6:1-18）以及与神话语的关系（参 5:21-48）。

在耶稣解释这些变化之前，祂先定下这些基本原则。信徒应当成为世

上的盐与光。 

好叫他们周遭的人能从他们的善工看见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基督，便将

荣耀归给神（参马太福音 5:16）。 

 

在耶稣纠正他们妄用神话语的错误行为之前，祂解释了作为神的儿女，

正确处理与理解神完全的话语的重要性。神的儿女在得救后，有能力

理解并教训他人神的话语。我们的神话语是永恒与长存的。因此，祂

发出此声明来警告妄用与废掉这警戒的必受惩罚，并且当如此教训他

人。如此错误与罪恶地看待神的话语的必导致不能得救。真正重生的

信徒绝对不会这样藐视神的话语。有时候，他的教导可能会有错误，

但不是存心有意的。一旦发现了，他必然忏悔并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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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对马太福音 5:19 的贴切阐释：“所以，无论何人废掉 

– 基督在此所讲的是生活的诫命，亦即十句话，这十句话是神的儿女

都应遵行的生活准则。因此，基督宣告，如果有的人不约束自己的门

徒遵行律法，就是假教师，是欺骗人的。即使对律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极其微小，这样的人也不配在教会中服事。与此相反，如果藉着言语

传讲和以身作则来劝告人遵行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忠心仆人。此处用

“最小的一条”是为了适应人的判断水平：因为尽管神的诫命并不都

是同样的分量，(如果把这些诫命互相作比较，有些诫命要比其他诫命

更重要，)但我们没有权利认为一个诫命“小”，因为诫命都是天上赐

律者按祂的美意颁布的。轻看神口中所发出的话是何等的亵渎啊？这

是把神的威严与受造物同列了。因此，当我们的主称“最小的一条”

时，祂是在迁就我们。“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这仍然是针对祂

刚刚提及的诫命而言：但意思是很明显的。那些轻慢律法的教导，甚

至轻慢律法一个音节的人，都会作为最卑劣的人而被弃绝。”(摘录自

加尔文《福音书的和谐》- 译者王志勇) 

 

主仆 

郭全佑牧师 

 

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51 位   儿童：19位   奉献：$6098.40 

 

 

 

 

 

属灵操练（十月份） 

 

金句背诵 
（诗篇 32:5） 

我向祢陈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祢就赦免我的罪。 

 
（弥迦书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撒加利亚书 第 3章 6节 至 第 6章 15 节 

 

每日灵修《读、祷、长》 
新约圣经: 林前 第 8章 7节 至 第 9章 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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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督受苦 

  

（接续第 4 页） 

 

III. 神是全能的 – 神大可以把荣耀的身体赐给所有信

徒，好让他们在地上服事并为祂见证！但神没有这样做，即

使我们知道，荣耀的身体非常适合地上环境，正如基督在复

活后和升天之前在这地上度过 40 天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我

们为此感谢神。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信徒像超人似地服事

与见证基督，永不衰老，永不生病，从不需要睡觉。但他们

无法学习并体验神充足的恩典与怜悯。他们也不会那么殷勤

地祷告。他们不能真正体验到为基督受苦，经历试炼之后那

种泪水与喜乐交织而成的感受，那是一种福气！感谢神，全

权的神是无所不能的。 

  

没有疾病是神无法治愈的。马太福音 4:23-24 “耶稣走遍加利

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

症。24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

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尽管如此，神赐给我

们必死的身体来服事与见证基督并为祂受苦，以便在我们生

命中尝到神的恩典与怜悯之美善。 

 
 

主内郭全佑牧师 

 

为基督受苦 

  

受苦的意义-雅各书 1:1-4 

 
衰老 –要记得我们这个瓦器从前可以活到超过九百岁。看

到遍及全球的洪水之前的状况（创世记 4 至 6 章）之后，为

了人类的益处，神以祂无限的智慧将人的寿命减少十倍。神

是伟大良医。基督是伟大的医生，祂像神一样能够治愈所有

疾病，无论年龄多大，都能使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保持健康

与强壮。如果人类在过去能活到八，九百岁，为什么我们很

难接受一个百岁的人不必失去视力与听力，而且器官功能不

会衰竭或削弱？有些人可能认为并推断，洪水之后一切都改

变了。不错，洪水之后，人类的寿命的确骤降十倍。但这并

不意味着神对老化无能为力！神的大能与天地之间的时间与

条件无关。神若愿意，即使我们已过百岁，祂仍然能保持我

们的健康！申命记 34:7 “ 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十岁；眼目

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如果神不愿意让祂的儿女拥有健

康无痛的身体，而是要经历衰老的病痛，那么，让信徒随着

老化而为基督受苦，并从苦中学习真理是神所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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