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5 

    

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13/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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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六部分 

 

提问：一旦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教义如何适用于一个已经接受耶

稣基督为他自己的救主，但后来却被假先知误导，偏离真道？ 

 

答复 – 圣经清楚地教导“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强调此

教义的众多经节之一是罗马书 8:3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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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一位自称是信徒

的被假先知误导偏离真道（在此定义“误导而偏离了真道”为拒绝

承认基督为世上唯一的救主；或拒绝基要教义中其中一个，比如基

督是童女所生的，或基督的死亡或复活之类的重要教义，那么，他

根本是还未重生的。他的救恩只是挂在嘴里而不是打从心里而发的。 

当一个人真正重生并承认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时，耶稣基督必会知

道。耶稣基督将以圣灵为他施洗，作为救恩的确据。有了圣灵的内

住，他将不会拒绝以上所说的任何一个与他的救恩有关的教义。那

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因那是神对所有真正重生的人的应许与明确

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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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神爱异教的国家吗？当祂自己唆使异教国家来审判祂的子民

时，祂为什么还要惩罚这些异教国家呢？例如：迦勒底人攻击犹太

人。 

 

答复 – 约翰福音 3:16“「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对世人的爱无可争

辩的铁证。经文显而易懂，神爱世上的人，并非世上的体系、或高

山、或飞禽走兽。从神圣洁与完美的话语确定了这个真理之后，接

下来必须从两个观点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一是人的观点。由尼布甲尼撒王带领的迦勒底人出于贪婪与狂妄

自尊，渴望扩展他的帝国疆域，随意自发地攻击犹大。他精心设计

战略与策划如何攻打并毁灭。他训练军队与建造现代化的战争武器，

以征服并造成最大的破坏和死亡，来取得最大的胜利。尼布甲尼撒

和他强大的巴比伦战队必须为他们邪恶的破坏力与屠杀成千上万的

无辜来负全责。他们必须为他们的邪恶罪孽受惩罚。所以，如果他

们死在罪中，就当被下到地狱。这就是人的责任的教义。 

 

第二是神的观点。圣经所启示的神的主权说明，毫无例外地，神完

全掌控着人类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因此，如果没有神的全权允许，

人类就如尼布甲尼撒王与他的精兵不能成就任何事包括捏死一只蚂

蚁和践踏一根细草。这就是圣经里提及的神的全权。倘若神只能掌

管与成就善事，而没有能力控制恶者如尼布甲尼撒，那么，这个世

界是毫无希望了。邪恶将得胜，全人类将会在罪恶中死去，被扔到

永远燃烧着的火湖里，直到永恒！感谢神，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圣

经的神掌握全人类，无一例外！箴言 2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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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及诗篇76:10“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荣美；

人的余怒，你要禁止。”这就是神的主权的教义。 

 

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这两个教义是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人只能根

据经文教导这两个教义。他绝不能试图调和两者。没有人有办法这

样做。所有尝试过的都导致了犯错。当他们过于强调人的责任的教

义，他们结果削弱了神的主权，神再也不能完全掌控天地万物。当

他们过于强调神的主权，他们减轻了人的责任以至于人类不必为他

们所做的一切邪恶而受到指责，这样一来，把他们下到地狱就被视

为不公正的审判了！当司布真说这两个教义有如两条在地上永远无

法相连的平行线，但它们唯有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才相连为一，他是

正确的！ 

 

提问：可以“认同”害怕死亡吗？如果我害怕死亡，我是否还算是

基督徒？ 

 

答复 – 如果“认同”是指一种共同的经验，那么，这是无可非议

的。这是每个罪人救恩的开始。一个要死在罪中的罪人不仅是害怕

死亡，更恐惧的是要面对神。以下的经文描述一种健康的害怕，这

种敬畏会驱使罪人寻找在基督里的救恩：诗篇 111:10“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祂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

的！”箴言 9:10“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

明。” 

当人类堕入罪恶之后，罪孽与邪恶成为全人类的特征。这就是人为

什么会死。 

 

罗马书 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於是

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即使人堕落了，神并没有放

弃他们。神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因神仍然爱罪

人。这是能将罪人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 

 

罗马书 5:18-19“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19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

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尽管神为了拯救罪人而做出一切，罪人却背弃神而跪拜偶像。跟随

偶像就生出偶像的成果。罪恶之家的清单很长，罪行不胜枚举。 

 

罗马书 1:19-32“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

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

诿。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

愚拙，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

走兽、昆虫的样式。24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

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25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

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阿们！26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

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然而，如果一个信徒害怕死亡是因为缺乏对神的信心与信靠，那就

不可“认同”了。当对死亡的恐惧并不阻拦他在基督里过圣洁的生

活时，就不能说他不是基督徒。他继续祷告，并且忠心地服事与崇

拜主。他在信心上有长进。随着他更殷勤地研读神的话语，他的信

心就得以增强与坚定，他对死亡的恐惧就越来越减轻。当他的灵命

越来越成熟，他就能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 1:21一样地说:“因我活

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是，如果害怕死亡是由于没有救恩的结果，他的生命没有彰显圣

灵的好行为或果子，那么，它就肯定不被认同了。他需要全心全意

地相信基督，并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基督，以确保自己的救恩 

。路加福音 9:23-24“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

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4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

（生命：或作灵魂；下同）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提问:神允许祂的儿女/犹太人杀其他异教国家，为什么祂要人类互

相攻击？这样做会在给神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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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 神并不“要”照着祂的形象而造的人类互相攻击。他们互

相攻击是因为他们完全败坏的罪恶本性。当神第一次照着祂的形象

创造了男人与女人，神宣布祂的一切创造（天地万物）都甚好。 

 

创世记 1:31“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

日。” 即使神警告人们说，如果人犯了罪，他必定死，之后人仍然

直往而行得罪了神。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他能够辨认是非而

作出抉择。他不是机器人。 

27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

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28 他们既

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29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

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30 又是谗毁的、背後说人的、怨恨

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

恶事的、违背父母的。31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

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罪人因自己的罪恶毁灭了自己的生命。他不能责怪他人，只能归咎

于自己。神赐给人类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但人犯罪，将破坏与死

亡带入世界。伴随着地震、海啸、台风、火山爆发、所带来的死亡；

以及在暴力状况下，动物互相吞食与残杀，人类自相残杀，这些就

是人类犯罪堕落的部分证据！ 

 

当神嘱咐祂的子民以色列杀灭迦南人，是因为迦南人的罪孽成堆，

恶贯满盈。创世记 15:13-16“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

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

他们四百年。14 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惩罚，後来他们必

带著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15 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

列祖那里，被人埋葬。16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

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作为造物主有权利夺取任何生命。

祂是一切生命的赐予者！人类过去在地上的寿命长达数百年。寿命

最长的是玛土撒拉，他活到 969岁。 

但是，随着长寿，罪恶的人所犯的罪越来越多。一个杀人犯经过数

百年的训练必精通各种杀人的技巧阴谋！所有邪恶都是如此。人是

生命的摧残者，而不是神！在略微超过 1600 年的时间内，世界变得

极其腐败与邪恶，以至于神不得不用水毁灭世界。在当时数以亿计

的人口当中，只有八位相信神将以水毁灭生命的警告。其他对此嗤

之以鼻，拒绝相信。只有八人包括挪亚相信而进入方舟。人类选择

死亡与毁灭而不是生命。 

 

生命的毁灭是人自己的作为。完全是人自作自受。神赐予生命，这

是肉体的与永恒的生命。但是，当人犯罪，死亡临到。神也是所有

生命的夺取者，凡犯罪的必定死，这是神的公义！创世记 2:16-17

“耶和华 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圣洁与完美的神信守圣言。罪恶的人当在神面前谦卑归向祂，在基

督里蒙赎。人从开始存在于母胎里时，就已经在神的忿怒与审判之

下，因他是在罪恶中孕育而生并活在罪中，倘若他不悔改转向神必

定死在罪中。人必须明白他开始生存的那一刻就开始面临死亡！他

应当在生命中寻找死亡的解决方案。答案就是转向赐予他生命的那

位。就是神！人必须相信基督，只有祂能将他从死亡里解救出来。

否则，他将死在罪中，因为无论基督来为人类而活并死与否，人已

经是面临死亡了。 

 

人毁灭人。神拯救人。 

 

 
主仆 

郭全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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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43 位   儿童：20位   奉献：$73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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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就赦免我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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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章 1 节 至 第 10章 5节 

 

每日灵修《读、祷、长》 
新约圣经: 林前 第 9章 7节 至 第 10章 12节 

 

 

 

属灵操练（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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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督受苦 

  

（接续第 4 页） 

 

22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23  他被骂不还口；受

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

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

治。 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

人监督了。” 

 
一旦我们诚心确信我们确实是在为基督受苦，那么，我们要

感谢神，因我们被算是配为祂受苦的。必要完全理解什么算

是为基督受苦。全能的神可以轻易地赐给所有信徒一个健康

强壮的身体，好让他们一生在世好好地服事祂，但祂选择不

这样做。祂要我们为基督受苦。这就是每一个为基督见证的

信徒之呼召！阿们！ 

 

 
- 完  - 

 

 

 

 主内郭全佑牧师 

 

为基督受苦 

 
 

(接续 6/10) 

 

受苦的意义-雅各书 1:1-4 

 
所以，为基督受苦并不关乎神是软弱的，因神的全能是不可

改变的。相反的，这是关于神在信徒生命中所施的恩典与怜

悯。正确地理解什么是为基督受苦，可以帮助所有信徒接受

并应对痛苦，顺服并完全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托于主。

所以，每当我们蒙召为基督受苦，我们当像使徒行传 5:41 这

段经文所形容的使徒一样，“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

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总结 – 我们首先必须确保我们是真正为基督受苦而不是

因自己的过错，否则我们会因为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而大大

地损害我们为基督作的见证。彼得前书 2:20-25“你们若因犯

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麽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

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21 你们蒙召原是为

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

他的脚踪行。  

 

待续 --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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