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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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三部分 

 

提问：许多不支持完全逐字保守教义（VPP）的笃信圣经长老会批评

我们教会武断。我认为我们应该基于神的爱来论断罪而不应该为了

维护“合一”而保持沉默来包容罪？可否评论？ 

 

答复 – 武断是指在没有事实和适当调查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判断。这

种武断是圣经绝对谴责的。 

马太福音 7:1-5“「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2 因为你们

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

么量器量给你们。3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

有梁木呢？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

眼中的刺』呢？5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

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雅各也在雅各书 4:11-12“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

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

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12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

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论及同样的

话题。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根据事实来作出判断，那么就是

遵循神完全的话语并荣耀祂的圣名。 

 

事实上，每个人经常都在判断。从起床直到上床休息的一整天，我

们就一直不断地作出判断。如果我们不作出判断，什么事也办不成。

其实“许多不支持完全逐字保守教义（VPP）的笃信圣经长老会批评

我们的教会武断”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判断。问题是，

他们是否同样在犯他们指责他人所犯的罪？ 

 

当我们警告他人关于那些教导圣经有错误（因他们不相信神完全保

守圣经）的非完全逐字保守教义的提倡者的严重谬误时，我们是要

保护自己的会友并且帮助他们去帮助那些受蒙骗的。如果那些非完

全逐字保守教义的提倡者认识到真理，他们可能会从错误中解脱出

来，从而停止犯罪和绊倒别人。雅各书 5:19-20“我的弟兄们，你们

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20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

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既然圣

经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为什么这些自称是信徒的非要不断地教导

与传扬圣经有错误呢？这是愚蠢荒唐、完全无法理解！就好像一个

人为他的家人建造了一栋漂亮的房子，然后把房子的地基摧毁一样！ 

 

神默示并保守祂神圣与完全的话语，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明确清晰

教导，这也是当福音第一次传讲给罪人时他所相信的第一个假设。

为什么罪人要相信一个来自含有错误的圣经的福音呢？拒绝完全逐

字保守的教义是非常严重的。有损神的智慧与权柄；神不是愚昧的 

，花了 1，500 多年的时间启示了圣经的 66本书，然后没有或忘记

完整地保守这本完美的书！ 

 

 

而且，非完全逐字保守教义的提倡者削弱了那些相信他们的人的信

心，因为当他们说出圣经有错误这样的大胆攻击，是破坏了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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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教义！神的儿女岂能保持缄默？倘若他们爱神以及神的儿女，

他们绝对不能这样做。 

 

圣经所教导的论断包括了确认罪行以及犯罪的人，尤其是当犯罪的

是领导或教师，他们教导罪行并促使他人行罪。使徒保罗必须指认

罪行与罪人来警戒与帮助提摩太与所有信徒避开曾经站在真道上，

但已转向罪恶与世俗的假教师。 

提摩太前书 1:18-20“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

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19 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

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20 其中有许米

乃和亚力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但，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渎

了。” 

提摩太后书 2:16-18“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

敬虔的地步。17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

理徒，18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

心。” 

提摩太后书 4:14-15“铜匠亚力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

应他。15 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敌挡了我们的话。”【强调附

加】这些论断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根据事实而论。当我们论断时，

总要小心谨慎鉴察我们的动机。应当为着爱基督、真理、神的子民

与神的工作而行事。行善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基督徒蒙赎后，

主仍然让他存留世上，乃是要他藉着行善，彰显基督在十架上为罪

人的罪舍命的救赎大能。 

希伯来书 13:20-21“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

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21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

你们遵行祂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雅各书 4:15-17“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著，也可

以做这事，或做那事。」16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

是恶的。17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每个信徒在生活中都必须行善。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要的。倘若

没有行善，他可能没有在基督里重生。所有信徒内住的圣灵迫使他

们无论身在何处，将活出圣洁的生命为基督作见证。如果他们不这

样做，他们内心深感有罪，心灵忧伤直到他们悔改，顺服神的旨意

为止。 

 

若有人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出善事，那么他的信心对他而言是毫无

用处的。一个重生的人的特质就是他的罪恶本性被消除，神的形象

就是他在基督里的新本性。在蒙恩得赎的那一刻，他与基督一起死

了。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说他死了。与基督一起死的是罪人的

哪一部分呢？那是他的罪恶本性。他现在有了新本性。这就是为什

么圣经形容他是新造的人。 

 

加拉太书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著；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

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哥林多后书 5:16-17 “所以，我们从今以後，不凭着外貌（原文作

肉体；本节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

认祂了。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

新的了。” 

在基督里的新本性就是他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生命的原因，好叫他人

从他行善的一生，看得到基督，并将荣耀归于神。马太福音 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

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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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一位家人虽然属于灵恩派教会，但在过去的 10 年，显示出明

确的转变与良好的见证。尽管是误信不正确的教义，他是否仍然没

有蒙赎？ 

 

答复 – 传给罪人的必须是根据圣经的福音。圣灵必藉着这个福音使

罪人知罪，悔改蒙赎。主了解他认罪的诚意，必然以圣灵为他施洗。

假福音不能也没有能力拯救任何人。神在经文中有非常明确的警戒。

加拉太书 1:6-9“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7 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

的福音更改了。8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

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9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

被咒诅。” 

 

传讲另一类福音的必被神咒诅。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蒙赎。他们被

咒诅，是因为他们致使许多人以为他们要上天堂，进而导致许多人

下地狱。这是一个人对任何人所能行出的最可怕诡计，因为他把他

们骗到了地狱。 

 

哥林多前书 15:1-4“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

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2 并且你们若

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

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5 并且显

给矶法看，然後显给十二使徒看；”神在经文里提到福音必须是按

照圣经所说的！ 

 

外表的圣洁只是一种形式。圣洁的最佳榜样来自文士与法利赛人。

就救恩是出于基督徒行善而言，他们外表的圣洁是数一数二，高人

一等的，但他们虚有其名的圣洁并不足以让他们得救。耶稣在马太

福音 5:20 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於文士和法利赛人

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罪人不能凭模仿而成为神的孩子，就好

像一个孩子不能靠着模仿你的孩子而成为你家的一个成员一样。他

必须蒙赎而得到儿子的名分。救恩是神的作为。救恩不是靠模仿基

督徒的圣洁，而是唯独藉着相信基督而获得的。 

 

当今的灵恩派教会已经演变进入第 3与最后一波，这是最具有欺诈性

的一波。第一波被称为五旬节运动。第二波称为灵恩派。第三波就

是新灵恩派。它的崇拜与基督教表现方式是将属世的一切基督化，

它对圣经的理解就像那些非信徒一样，肤浅与谬误。作为假教师，

这些新灵恩派从他们的会员身上取利。彼得后书 2:1-3“从前在百姓

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

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2 将有许多

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3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

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作不打盹）。”

灵恩运动是欺诈世人的敌基督的普世教会在末世行骗的有力后盾。 

 

如果你有朋友或家人是属于灵恩运动的成员，当祈求智慧向他们晓

谕真理。要帮助他们摆脱骗局是一场浩大的属灵战役。求神怜悯他

们。 

 

 

主仆 

郭全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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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操练（九月份） 

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60 位   儿童：16位   奉献：$107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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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章 至 第 23章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诗篇 第 82 至 8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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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督受苦 

 

为基督受苦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当成

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错误行为和为基督

受苦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清楚地来理解。若信徒

因所行的错事受苦，还以为是为了基督，他就不会悔改。他

依然活在罪中。他和神的关系就会受损。 

 

天灾 – 人类堕落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疼痛伤

害。神藉着全球洪水（创世记第 6 至 8 章）给人类第二次机

会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人类仍然是在罪恶里出生。

台风、旋风、地震、火山爆发、海啸、洪水、爆炸性火灾、

闪电、干旱、饥荒等等是与人类共存的。在创造的开始，交

托于人类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它没有疼痛伤害。天然灾祸

完全不存在。人陷在罪里的那一刻，受造之物也随之而陷。

就如阳光普照，雨露均沾，信徒与非信徒，皆受其惠，天灾

祸害，同样殃及全人类。并不是说基督徒农民的农场或基督

徒家庭的拖车就不会受到自然灾害像龙卷风之类的袭击。如

果真是这样，所有罪人都会为了世俗原因而信主。神断不允

许。 

 

但肯定的是，信徒知道神可藉用天灾使他受害，为要从中让

他学习信心与信靠的功课。他为基督的缘故受苦。 

 

待续 – (29/9) 
 

主内郭全佑牧师 

 

 

（接续 08/9） 
 

受苦的意义-雅各书 1:1-4 

 

II. 什么算是受苦 –  

 

但我们需要区别为基督受苦和因做错事而受苦。若是我们因

做错事而受惩罚，就不算是为基督遭受苦难。比如说，当神

的孩子在教会犯罪而受纪律处置，并因惩罚被公诸于众而在

情感与精神上遭受创伤，他是因为犯错而不是为基督而受

苦。相反的，当一个基督徒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透露其他

牧师的藏身之处而不得不目睹他的孩子的死亡，他的悲伤，

撕心裂肺，内心苦楚，难以形容。他就是为基督受苦。受苦

被理解为在信徒的生活中，神为了增强他对基督的信心与信

靠，所容许的试炼的一部分，“试炼”这个字眼可解释为诱

惑与逼迫。就意义而言，它比“受苦”一词更广泛。比方

说，当一个人受到金钱或奢侈生活的诱惑并不受苦，因他不

感觉到痛苦。他在锦衣肉食中，享受世俗生活。但魔鬼就是

以此诱惑人心。魔鬼也可以利用逼迫来造成痛苦，就像但以

理的三个朋友所面对的威胁一样。如果他们不俯伏敬拜尼布

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必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参但以理书第 3

章）。他们拒绝，结果被扔在烈火的窑中。雅各书 1:1-4 这

段经文贴切地表达了“试炼”的含义，“作神和主耶稣基督

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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