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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28/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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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部分 
 

提问：我们蒙主恩召，荣归天家的亲人能否看到或听到地上所发生

的事？ 
 

答复 – 他们能否看到或听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圣经对此并没有

任何记载与说明。然而，我们知道当一个罪人悔改信主，天上也一

同欢喜。路加福音 15:4-10“「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

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5 找著了，

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6 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著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7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

改的义人欢喜更大。」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

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著吗？9 找著了，就请

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著了，你们和我

一同欢喜吧！』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

是这样为他欢喜。」” 

信徒的灵魂在天堂与神同在。因此，每当一个罪人成为信徒，天上

为他欢喜时，信徒在天上的亲人也必然知道。由此看来，在天上的

信徒可能会知道“地上所发生的事”。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所有

的一切，因为唯有神是无所不知，能够在同一时间知道一切的事。

人无论以肉体存在与否仍然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提问：我比较喜欢与非信徒朋友在一起。尽管如此，我确实相信圣

经是神的话语以及耶稣的确为我的罪而死。我是否已经得救？我不

愿意被下到地狱。 

 

答复 – 我不太明白提问者所说的“我比较喜欢与非信徒朋友在一

起”的意思。如果说和非信徒朋友在一起是为了向他们分享基督，

那就没问题。但是，他以此经验来和他与信徒伙伴的相处做比较是

错误的。因为前者的时间是花在魔鬼领域的战场上。后者是他与一

家之首，基督同在与家人共度时光。他得以歇息，心里有平安。 

 

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与非信徒朋友一起消磨时光是行在罪中，并且

高谈阔论属世的事情，那么，他的问题就严重了，因他的“基督徒”

生活是建立在沙土上。他可能根本就没有重生，就像耶稣在马太福

音 7:21-27 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祢的名传道，奉祢的名赶鬼，奉祢的名

行许多异能吗？』23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

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25 雨淋，水冲，风

吹，撞著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26 凡听见

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27 雨淋，

水冲，风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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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信的“圣经是神的话语以及耶稣的确为我的最而死”只不过是

空口说白话。他的忏悔认罪并不是来自应该导致转变的内心。当一

个人成为信徒之际，主耶稣基督即刻以圣灵为他施洗。他在基督徒

团契当中的喜乐不是这个人的心意而是来自内住的圣灵。如今，他

喜爱聆听，也能理解神的话语，因圣灵与基督总是一致的；不会自

相矛盾。他喜欢参与崇拜聚会与研读神的圣言因他喜欢在崇拜中与

神的大家庭一起度过美好时光，并在证道中一起聆听神的声音。这

是神的儿女喜爱属灵的与永恒的事物之最明确显然的证据，因为他

现在能够这样做，而在得救之前他办不到。 

 

提问：神是公义的，因此罪人必受惩罚。神是爱因祂差遣耶稣为我

们的罪而死。倘若神不创造我们，祂就不必将任何人下到地狱。神

为什么要创造我们？ 
 

答复 – 这是长久以来常被问的问题。倘若神没有创造人，那么就

没有人来提这个问题。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唯一能够发问的就

是人本身。在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当中，他也是唯一照着神的形像

而造的。创世记 1:26-28“ 神说：「我们要照著我们的形像、按

著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人有自主能力与意识。当人处于这种暂时性的完美状态时，神在称

为伊甸园的乐园里与人立下工作之约。人失败了，他得罪神，违背

了工作之约。如今，人在罪孽中出生并活在罪孽之中。如果他不寻

求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也必将死在罪中。 

神爱罪人。因着祂的大爱，差遣了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自天降下，

道成肉身，以血肉之躯为罪恶的人而死，把他从罪恶、死亡与地狱

中拯救出来。神并不需要这样做，但祂成就了，因为那是摧毁消灭

魔鬼与他造成人类违背神的恶行的唯一途径。这就是原罪的现实与

神为人类所成就的一切。如果说当初神并没有创造…但是，祂确实

创造了！既然如此，以上的问题就不存在。 

 

针对这个问题，神所给的答复记载在罗马书 9:14-24 “这样，我们

可说什麽呢？难道神有什麽不公平吗？断乎没有！15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16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

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17 因为经上有

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

使我的名传遍天下。」18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

刚硬就叫谁刚硬。19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麽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20 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麽这样造我呢？21 窑匠难道没

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

皿吗？22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

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23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24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

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麽不可呢？” 

提问：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当为他的财富感到羞耻吗？基督徒能否

既敬畏神又富有呢？如果那位基督徒通过购买法拉利跑车来炫耀他

的财富，这是对的吗？要是他/她买车是因为他/她真的喜欢这辆车

并且无意炫耀，又当如何看待？ 

 

答复 – 物质财富对于神的儿女应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神的眼

中它们真的是毫无价值。在得救之前，受罪束缚的罪人认为钱是万

能的，因为人们说钱能推动世界，而且有钱好办事，能解决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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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操练（七月份） 

的一切问题。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钱可以解决生活贫困问题，但

接踵而至取而代之的是有钱的新问题！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代问

题。当这可怜的罪人领悟时，已经虚度一生，年老体衰，风烛残年。

他被蒙骗了这么久，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但是，神的儿女的心眼是大开的。他不再利用世界标准，即财富来

衡量自己和他人。他明白耶稣在路加福音 12:15-21 所说的：“於是

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

在乎家道丰富。」16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麽办呢？』18  

又说：『我要这麽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

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19 然後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

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

归谁呢？』21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强调附加】他是否拥有一辆汽车或者拥有什么类型的车再也无关

紧要。他不再渴望这些东西。他也不会羡慕任何住在豪宅华屋的人。

他完全不再在乎这一切了。 

 

- 待续 第 15 页 –  

 

（接续 28/7/2019 第 14页） 

 

他现在明白物质财富是他生命中最不重要的东西，因它们是暂时的。

他唯一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所以，如果一个信徒炫耀他的财富，

这是一个严重的罪，因为他利用这些世俗财物来衡量自己，而这是

基督劝他不当做的。如果不是为了炫耀，驾驶劳斯莱斯汽车或者任

何一辆昂贵名车只是为了配合他在职场的身份地位，那就随他吧。

神的儿女并不在乎这些，觉得不重要了。现在，一切属灵事物才是

重要的。他现在寻求的是所有属灵与公义的事物。马太福音 6:31-

33“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32 这都是外邦

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 你们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在这里

说的并不是理论，而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基督徒生活中的事实。 

 

 

 

 

 

 

 

金句背诵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加拉太书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列王纪上 第 20至 22章， 

                    创世记   第 37章 1节 至 38章 23节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诗篇 第 26 至 32篇 

 

 
  

 



4  9 

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接续第 4页） 

 
I. 教会生活的主要部分 – 使徒行传 2:41-42 

 

地方教会诞生于五旬节之后，信徒聚集一堂，举行首次聚

会。当时没有承传的崇拜程序来带领他们的聚会。他们齐聚

一堂，于是教会的关键因素就产生了。这些关键因素列于使

徒行传 2:41-42 “於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

徒约添了三千人。42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

擘饼，祈祷。”【强调附加】一个真正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

具备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集体代祷。个人祷告与集体祷告都

是每个基督徒教会生活的主要部分，因为“祷告”这个字眼

是属于复数形式。他的内心应该有一种无法充分解释，对神

的哀求。这是非常自然的流露，就像一个小孩不必人教就懂

得向父亲哭诉，因他会这么做。他不需要被教导而走向父

亲，因他生来就有这种自然倾向。在基督里重生的信徒必会

自然地寻求他的天父。 

 

 

 

 

待续 – (4/8) 
 

 

 

主内郭全佑牧师 

 

 

 

使徒行传 4:23-31 

 

简介 – 自年初以来，我们一直在研读祷告的教义。所

学习的课题包括祷告的拦阻、主祷文、祷告的频率，即要不

住地祷告、为什么要奉基督的名祷告以及热忱义人的祷告力

量。今天，我们以为什么需要聚在一起祷告的课题来结束我

们对祷告的简短探讨。 

 

当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时，就被告知个人祷告是基督

徒当实践的属灵经验之一。自此我们一直祷告，虽然祷告次

数没有遵照神所嘱咐的“不住祷告”那么频繁，但我们经常

祷告。尽管如此，对许多信徒，即使是那些声称已经信教 20

多年的信徒来说，和其他信徒在祷告会上一起祷告仍是一项

挣扎。也许最普遍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对一起祷告，即集体代

祷的重要性的信念。 

 

在每个信徒的生活中，集体祷告或一起祷告应该是一种非常

普遍的经验。所有信徒都不应该害怕，而应当期待着与主内

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或与家人一起祷告。以下是四个合乎圣

经的理由： 

 
 

待续 -- 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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