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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04/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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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部分 
 

提问：如果大卫尽心、尽性、尽力与尽意地爱神，为什么他的生命

中仍然有这么多女人（不只是与拔示巴的事件）？ 
 

答复 – 圣经里提及的爱是“agape”的爱，即神对罪人的爱。这

是没有条件、舍己的爱，就如当神差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

在十架上所彰显的爱。这就是每个基督徒在基督里得救的那一刻神

所赋予的爱（参罗马书 5:5）。这份爱让所有信徒能够尽心、尽性、

尽力与尽意地爱基督。大卫享有这种爱。但是要保持这样的爱，使

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使这爱始终如一，就需要

拥有无罪的完美，但这唯有在荣耀的身体中才能做到。只要我们仍

处于这必朽的肉身，基督的爱将包括随时随地为罪悔改，因圣洁生

活是这爱所渴求之一。难过的是，基督徒挺容易就跌入罪里；意念

上、心里、口里与行为上所犯的罪都需要悔改。基督的爱会迫使并

引导我们真心诚意地认罪并寻求与人及神和好。重要的是要明白神

并没有期望或教导无罪的完美。祂要求圣洁，所有基督徒，只要我

们仍然以这瓦器在地上服事祂也必须如此！神使用祂的仆人并不是

因为他们的完美而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圣洁的。若没有在基督里

蒙赎，就没有可蒙神接纳的服事。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这

句话其实也是用来形容所有重生的信徒。大卫作为逃亡者与君王的

得罪了神。他必须为他的罪忏悔，他为此也为得罪拔示巴而真心诚

意地悔改（参诗篇 51）。至于他的多位妻子，他并没有从她们丈夫

的手中强取她们。当时的文化和服事的圣洁标准与教会的见证有所

差别。对于敬虔君王（参申命记 17:14-20）与长老或执事（参提摩

太前书 3:1-13）的要求的比较显示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旧约的士

师与君王时代所容许的不得取消资格一事，是不可应用在新约的教

会领袖身上的。它们因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比方说，当时的以色

列，国内一切事务都是神所委任设立的，而在外邦中的地方教会，

一切都是以偶像崇拜的文化为基础的。因此，当今的领导标准远高

于过去。见证的问题关键在于圣洁而不是完美。 

 

大卫虽拥有许多妻子而神仍然使用他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免去多妻的

烦恼。他面对许多家庭悲剧，例子：其中的一个儿子玷辱了他同父

异母的妹妹之后被她哥哥杀死，大卫肝肠寸断。接着，大卫遭到儿

子押沙龙的叛变，他在篡夺王位的短暂期间几乎杀死大卫。这是玷

污了大卫为耶和华所作的见证的另一个问题。大卫一生的记载是为

了我们的学习，使得信徒明白神爱祂的儿女，赐给他们爱心，好让

他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与尽意地爱祂，并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况

下他们就不会犯罪。它仅意味着每当犯罪，他们都会渴望圣洁而必

悔改，因为他们尽心、尽性、尽力与尽意地爱神。 

 

提问：离婚者成为基督徒之后，可否与基督徒再婚？自称基督徒的

要和信徒丈夫离婚，你当如何辅导她？ 

 

答复 – 针对第一个问题：不错，这人可以和基督徒再婚。不信者

的生活是不会根据基督徒的准则来审判的。他的离婚不会让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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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蒙羞因他当时不是基督徒。当他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他的众

罪包括离婚之罪（假设离婚是基于错误的理由）将被基督的宝血洗

净。作为基督徒他当然只能在主里结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问

题本质上是容易让人诡辩的，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酌情处理。 

 

第二个问题 – 圣经关于基督徒离婚的教导是，在某些情况下，离

婚是被允许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离婚的定义。离婚是指“完全

解脱得自由”。从字面上看，这意味着婚姻之约已经完全解除。这

份契约不再存在。合乎圣经的分离是“至死才分离”。只有死亡能

解除婚姻之约因这约其中一方已经离世！在此意义之下，离婚是将

另一方当成死了。好莱坞式的“离婚后仍然是朋友”促使人们不重

视婚姻。婚姻是人与人之间在世上最重要的关系。它是人类关系当

中唯一神命令只有死亡能结束的关系。其他的关系好像亲子，兄弟

姐妹或者挚友之间，他们都会随着生命进入另一阶段时，自然而然

地分开。比方说，孩子结婚后就会离开家里或与挚友较少见面，因

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婚姻不是这样的。神将他

们连合在一起，因此只有神才能使他们分开，因神主宰生命与死亡！

主也应用基督徒的婚姻来说明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参以弗所书

5:32）。 

 

倘若婚姻是要持续一生的，神为什么允许离婚？马太福音 19:7-8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麽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

呢？」 8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

起初并不是这样。”这里的“心硬”是指“心硬化”。只有不信者

才有“硬化的心”。这是被罪所硬化的心。每一个信徒在得救时被

赋予一颗肉心。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徒婚姻的辅导时，凡犯奸淫的

皆要悔改。婚姻中的奸淫行为都是没有理由的。 

 

这完全是并且总是奸淫者的错。真正重生的奸淫者渴求悔改并且会

尽快断绝这场关系。遭受谴责并忏悔之后，大卫就不再犯奸淫之罪。

内住的圣灵将使他坚持此信念。然而，如果行奸淫的拒绝悔改并且

要继续维持这段婚外情，就证明了这人根本没有重生，他的救恩是

不真实的。哥林多前书 6:9-10 这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

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

娈童的、亲男色的、10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强调附加】这些都是形容那些执迷不悟、

不思悔改的罪人。大卫王受到神的先知拿单的当面对质后，即刻为

他的奸淫之罪悔改。他没有指责怪罪他人而是归咎于己（参撒母耳

记下 12:1-12）。 

 

圣经允许离婚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关于两个自称信徒的。

马太福音 19:9“「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

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休妻”就是指“离婚”。马太福音 5:32“「只是我告诉你们，凡

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

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两处划线的短句在希腊原文是同样意

思。“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句话是指奸淫者在接受辅导后仍然

拒绝为他的奸淫罪悔改，那么受害者将被劝导离婚。奸淫者坚持不

肯断绝他罪恶的婚外情是蔑视婚姻之约。这是为了维护受害者的安

宁与免受精神虐待，因那不悔改的配偶已将婚姻誓言变成毫无意义

的空言废话。起诉离婚的决定是迫使奸淫者意识到他的罪有严重的

后果。他成了自己美好家庭的破坏者！期盼犯奸淫者会醒悟、察觉

自己行为的罪恶，悔过并从中拯救他的灵魂。面对不悔改的奸淫者 

，不起诉离婚意味着受害者接受并纵容他婚外情的恶行。 

信徒的婚姻之约是基督与祂的教会的意象。以弗所书 5:31-32“为这

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32 这是极大

的奥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会说的。”接受或纵容行奸淫的配偶

就好比基督接受祂的教会通过拜偶像行属灵淫乱。断乎不可！神给

背道行淫的以色列一纸休书因她执迷不悟，不肯悔改。耶利米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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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

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 

 

第二个合乎圣经的离婚理由是关于一个信徒与一个非信徒。哥林多

前书 7:13-15 如此教导：“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

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14 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圣洁，

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原文作弟兄）成了圣洁；不然，你们

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15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

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著这样的事都不必拘

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强调附加】这节经文的“离去”

与马太福音 19:6“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中的“分开”是同一个字眼。这

对夫妻结婚时双方都是非信徒。当其中一位成了基督徒之后，这个

基督徒不应当要求离婚，而是要活出圣洁敬虔的生活，那么，有朝

一日，主若愿意，那不信的配偶可能成为基督徒。然而，如果不信

的迫使基督徒配偶选择基督或婚姻，那么就要劝导基督徒配偶持守

基督，不要放弃信仰！基督徒配偶不得提出离婚，但如果是不信的

配偶提出来的，则必须接受。 

 

提问：农历新年期间，我们不是该停止分发红包、桔子或穿红衣吗？

那些习俗与捞鱼生的起源是相似的。 

 

 

(接续 4/8/2019 第 14页) 

 

答复 – 追随信徒某些文化习俗的考虑基础并不是它的起源。外邦

信徒的所有文化习俗都源于偶像崇拜。神知道这点并在罗马书清楚

阐明与列下准则来调节这个事项 （参罗马书第 14 章）。这和以色

列国不同。以色列是唯一文化习俗源自神的国家，因为以色列在各

个方面的生活与见证都是为了将世界指向基督。尽管如此，神也清

楚表明外邦信徒不应该像以色列一样并且承袭她的文化习俗。当敌

人要求保罗为提多行割礼，保罗声明提多不会受割礼。提摩太是半

犹太人，因他母亲是犹太人，而提多是纯希腊人。这就是为什么提

摩太在开始服事之前必须受割礼以满足一切的公义。加拉太书 2:3-

4“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4 因为

有偷著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

我们作奴仆。”（参使徒行传第 15章）。 

 

罗马书 14:6-9 教导地方教会关于文化的准则：“守日的人是为主守

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

感谢神。7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8  

我们若活著，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

或死总是主的人。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

主。”就是说只要那文化习俗已经失去了它的属灵意义而纯粹是文

化性质，信徒可以遵守这些礼节，像是为主而行。捞鱼生的属灵意

义至今仍然存在。当人们在捞鱼生的时候，所念的口诀都是希望繁

荣兴旺，顺利安康，为了能达到这些愿望而来食用这道菜，这类的

习俗就不应该奉行了。如果庆祝农历新年的所有习俗并没有这类的

属灵与迷信意义，就可以遵守实行，即使如此，仍然要严守在主里

的规则方针，这意味着所行之事不得导致罪恶行为如喝酒与赌博。 

 

提问：如果家人或朋友是非信徒的，最终被下到地狱，那么作为信

徒的知道亲人都在地狱，他在天堂怎么会快乐呢？ 

 

答复 – 信徒的理解应该根据神的话语。神说了，信徒就相信。信

徒不必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他相信因神这么说过就必然会做到。这

就是信靠神的意义了。倘若神说天上不再有流泪，那么就真的不会

再流泪 。启示录 21:1-5“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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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3 我听见有

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4 神要擦

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

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5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

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强调附加】第 4 节并不是说圣徒在哭泣而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

它是指天上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号与疼痛。这是一个不容

许罪恶的存在的世界。所有信徒都拥有荣耀的身体。先前的天地万

物都要成为过去。它将是一个清鲜、崭新的天地，从未被罪恶玷污，

也没有罪恶所带来的疼痛与悲哀。 

 

 

 

主仆 

郭全佑牧师 

 

 

 

 

 

 

 

 

 

 

 

 

 

 

 

 

 

 

 

 

属灵操练（八月份） 

 

金句背诵 
（传道书 11: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以赛亚书 41:10）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创世记 第 38章 24节 至 第 41章 24节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诗篇 第 33 至 3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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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接续 4 页） 

 

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弟

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强调附加】他们都处在相

同的困惑当中因他们目击了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主遭受逼迫、

被钉十架、死了并复活。他们虽然害怕却仍然相信。喜忧参

半的心情驱使他们“同心合意”地祷告。“同心合意”是指 

“有着同样的热情”。他们强烈的情绪与心理挑战，加上主

要求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待的巨大盼望驱使他们热切地集体祷

告。 

 

从国家见证到教会见证这段过渡时期的关键时刻，他们需要

互相鼓励。他们不能让他们的主失望。他们都需要唯独主能

赐予的力量。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屈服于害怕就可能产生骨牌

式连锁反应导致其余的屈从。神的工作必遭到挫败。地方教

会不会成立。世界必遭毁灭。上头来的神圣力量驱使他们聚

集一堂，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他们不需要被教导这样做。

在非常需要的时刻如此行是他们唯一的属灵反应。主应允他

们的祷告。正如人们所说，其余的就是历史。几天之后，他

们体验了五旬节圣灵浇灌的经历，与此同时第一个地方教会

诞生了，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并有三

千人蒙召信主。 

 

待续 - （11/8） 
 

主内郭全佑牧师 

 

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 

 
 

（接续 28/7） 

 

使徒行传 4:23-31 

 

另一个观察到的事实是，根据基督教信仰的教导，所有的信

徒都是祭司并可以藉着所有信徒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被一

视同仁毫无区别地接近神。这就是耶路撒冷第一个地方教会

所做的。当时没有“教义”指示他们将祷告编入他们的教会

生活。他们就这样聚在一起集体祷告！这是在基督里重生的

最自然发展… 在需要的时候向天父哭求，或在面临共同挣

扎时与同属一个身子的众信徒一起祷告。 

 

II. 需要时的力量 – 使徒行传 1:12-14；12:1-5 

五旬节之前，在等待圣灵的充满并授权于他们时，门徒奉基

督的指示一起逗留在耶路撒冷，就是基督被钉死十架的那个

城市。他们不可以逃到更安全城市躲避。他们顺服等待因他

们信靠主。在他们等待之际，经文说他们一起祷告。使徒行

传 1:12-14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

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13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

各、安得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

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作：兄弟）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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