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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08/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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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一部分 

 

提问：新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启示录 21:2），但我们如何晓得千

禧圣殿也将一起降下？ 

 

答复 – 启示录第 21 及 22章只是说新耶路撒冷将在新天新地期间从

天而降而没有提及千禧圣殿的从天而降。 

 

不要把启示录第 21 及 22 章的新天新地与千禧国度相混淆。混淆两

者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因为在以赛亚书 65:17-25，千禧国度被称为

“新天新地”。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是指在大灾难的 7 年期间，当

今的这个天地将被毁灭。神要在千禧年开始之前重新再造。这个新

的创造与大洪水之后神给予人类的新天新地是一样的。大地将全面

“翻新”与改变。启示录第 21 及 22 章的新天新地将是崭新的因为

那翻新过的新天新地将要被毁。启示录提及的新天新地将不被罪恶

玷污。就年龄与洁净而言，这是崭新的。千禧国度将会有一个圣殿

而启示录里的新天新地却没有圣殿，只有个新耶路撒冷。启示录

21:22-23“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23 那

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涉及到千禧圣殿将如何出现在地上的一段经文是撒迦利亚书 6:12-15

“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祂

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13 祂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

定和平。14 这冠冕要归希连（就是黑玳）、多比雅、耶大雅，和西

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记念。」15 远

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

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

【强调附加】 

 

建造千禧圣殿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圣经并没有描述它是如何被建

造的。但地上有一个千禧圣殿是无可置疑的。像以西结书第 40章至

48 章的经文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圣殿将会出现。也清楚提及该圣殿的

大小尺寸与设计。此外，圣经还揭示了在天上，有一个主所居住的

圣殿。启示录 15:5-8“此後，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6 那

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著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

有古卷是宝石），胸间束著金带。7 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

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8 因神的荣耀和能

力，殿中充满了烟。於是没有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

的七灾完毕了。”启示录第 15章描绘了使徒约翰在基督再来之前的

期间所看到的一切。这意味着当前就有一个圣殿在天上。至于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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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就是那会出现在千禧年间的圣殿，圣经并没透露。但这两个圣殿

从未同时出现在地上。 

提问：我们在天堂的年龄将是几岁？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答复 – 没有人知道信徒在得荣耀时的年龄。我们知道的就是他们是

成人而不是小孩。有些神学家推测可能是 33 岁，因为这是基督为世

人的罪而死的年龄。如果信徒得荣耀要像基督一样，而且基督被称

为信徒初熟的果子，那或许基督得荣耀的年龄也要被考虑在内，而

不是只考虑荣耀身体的性质。如果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那么信徒

得荣耀的年龄可能就是 33 岁。关键不在于荣耀的身体是属于什么年

龄，而是在这离道反教的世代，个人要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救恩。

今时今日确保个人得救是至关紧要的，因为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大

力宣扬推广与接受假福音。基督在新约里提供无数的救恩确据来帮

助外邦的信徒，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像当今这个末日的时刻！我们当

抚心自问，为什么有如此丰盛怜悯的救恩确据。这可能是因为主知

道外邦世界需要它们，在这末世，欺骗诡诈与假福音何其多。有许

多人因为上教会崇拜、在教会行婚礼以及领受圣餐与洗礼，因此看

起来似乎得救了；但最终到了人生末尾属肉体的生活以及背道不信

神话语揭露了他们的真正属灵光景。 

 

应当恐惧战兢地确定你的救恩，并耐心等待，到时从主那里领受荣

耀的身体并在空中与祂相遇与陪同你一起到神的宝座时，就会有得

知是什么年龄的惊喜。 

 

提问：请解释马可福音第 13 章无花果树的比喻。无花果树是指什

么？一个世代（v30）是多久？基督的再来真的是迫近眉睫了吗？我

们如何知道呢？ 
 

答复 – 在马可福音第 11章，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从咒诅无花果树与

它枯萎的这个神迹，主告诉我们无花果树是指以色列，神在旧约的

子民。 

然而，当涉及到“无花果”这个词的其他用法时，情况就不一定是

这样了。释经的基本原则是每个字眼或短语都是根据上下文来决定。

就像“狮子”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魔鬼，当圣经警告信徒魔鬼如同

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参彼得前书 5:8）。而在

另一处经文，耶稣基督被形容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参启示录 5:5） 

 

根据马可福音第 13章的上下文，主刚刚揭示了在洪水之后与主再来

毁灭这一世代的人类之前期间的末世的许多迹象。马可福音 13:24-

27“「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後，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25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26  那时，他们（马太二十

四章三十节是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

临。27  祂要差遣天使，把祂的选民，从四方（方：原文作风），从

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马可福音 13:28-37 的无花果树的

比喻之上下文是要警告并唤醒所有神的儿女留意基督所启示的迹象。

这些迹象一旦实现了，主的再来就要发生了，就像无花果树开始长

叶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在以色列，这是常见的现象。这

是强调基督再来的确定性。神的儿女是否会相信，并确保他们自己

按照圣经的教导过圣洁的生活，或者他们过着属肉体的生活，白白

浪费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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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下文，这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代人，而是人类在洪水之后

直到基督再来的整个世代。这是因为基督在这段经文中明显地谈及

祂的再来。主再来的迹象已经应验了。例如，福音必传到全世界

（传给万民 – 参马可福音 13:10）已经应验了。在基督的时代，基于

他们当时的通讯状况与交通方式，这个预兆似乎不可能实现。然而，

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 

马可福音 13:22及马太福音 24:24 也揭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

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这说明了欺骗的威力。灵

恩运动形容他们是神迹奇事运动。假基督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

他们过着属肉体的生活并高举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就像灵恩运动在

过去一百多年所酿制的健康与富贵的福音。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扬凸

显一个属肉体的基督。他们显得真诚，行动像似爱拯救灵魂（实际

上是爱他们的钱财），使得他们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手段在这些蒙骗

的灵魂身上取利；但感谢神，那被拣选的能看穿他们的诡计而不受

骗（参彼得后书 2:1-3）。 

 

真正的信徒会知道，因为他们的生活观点是基于永恒的生命而不是

属肉体的生命。他们知道这存留着的世界将被火焚烧（参彼得后书

3:1-7）。 他们内住的圣灵会向他们揭示一切，并让他们对此坚信不

移，以至于他们活出圣洁的属灵生活。帖撒罗尼迦前书 5:1-5“弟兄

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2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3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

脱。4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5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

幽暗的。” 

提问：当我们计划度假时，我们会尽职慎查，寻找一个可以在礼拜

日崇拜的健全教会 。但是，如果经过搜索仍然找不到健全的教会，

取消计划会是较好的做法吗？ 

 

答复 – 有能力旅行并在不同时区生活是现代现象，这是人们在二十

世纪初不能 

体验到的。他们乘船漂洋过海，历时数月才能抵达遥远的目的地，

不像今天只需要几小时的工夫。因此，在主日身在异地对于所有曾

经旅行的人来说是个普遍的经历。计划与意愿就是能在主日到一个

有健全圣经基础的教会崇拜。然而，可悲的事实是基督教已经离道

反教。当今要找到一个合乎圣经的健全教会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悲

的的事实是，在主日不上教会胜于到一个败坏与妥协的教会，受其

毒害以至于心灵忧伤，尤其是当团队里有许多年轻人。一个可供选

择的崇拜方式就是通过你们的教会网站和家人一起崇拜。另一个选

择是一家之主召集家人在旅馆房间或另一个适合崇拜的地方一起崇

拜。要记住，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主仆 

郭全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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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56 位   儿童：21位   奉献：$64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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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章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诗篇 第 68 至 74 篇 

 

 

 

属灵操练（九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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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督受苦 

 
 

基督是神的儿子，三一真神之第二位！为祂受苦确实是莫大

的荣幸！尽管如此，很多时候，面临苦难，信徒还是埋怨诉

苦。苦难可以来自疾病、恶者的逼迫、魔鬼与它的随从、天

灾人祸、也包括伴随衰老而来的疼痛。这些是神的儿女为耶

稣见证必然会面对的苦难。但事实上，为基督受苦成了有条

件接受而不是无条件的接受。有些信徒似乎已经向神预定条

件，他们不应该遭受某些苦难比如绝症、极其痛苦的疾病、

丧失亲人或者被断肢截体。这些条件一旦置于信徒心中，无

休无止的怨言、自怜自哀、甚至精神忧郁各种症状都会把这

种内在信念暴露无遗。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为基督受苦”

的合乎圣经意义。要不然，就会导致犯罪，也不能有效地为

基督作见证. 

 

受苦的定义 – “受苦”的意思是“经历一种感觉”，通常是指

痛苦的感觉。它没有描绘出痛苦的源头。它可能来自我们周

围的自然环境，比如雨水、阳光等等。也可能来自人类。它

也可能来自细菌和病毒栖息的环境。任何东西使得神的儿女

感觉痛苦就是受苦。这不仅限于肉体的痛苦。它包括情感与

精神上的痛苦。只要痛苦是在信徒身上，这就算是受苦 

 

主内郭全佑牧师 

 

为基督受苦 

  

受苦的意义-雅各书 1:1-4 

简介 –  

信徒得救之后，照说可以即时进入天堂。但许多信徒皆被存

留在世为基督见证。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很多信徒为此面临许

多考验与困难。这些苦难从轻则重复患上轻微病症到重则被

扔到狮子坑。神的儿女生命中所受的苦难比不信主的人来得

多。不信主的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们活在这罪恶的世界。

各类的天灾、疾病、灾难以及邪恶的男女老少互相伤害残

杀，在人间比比皆是。但是，为基督受苦是信徒在地上作见

证的生命之一部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所有的信徒都必

须认请并接受这一点，作为他们在地上旅居生活的一部分。

保罗将每个蒙召信徒的生命描绘成为基督受苦的生命。腓立

比书 1:29-30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祂

他受苦。 30 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

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强调附加】 

 

为基督受苦实在是一种特权；除了重生的信徒外，没有人能

把它算为一种特权。 

 

待续 --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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