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下埃及求帮助?  
 

遇到困难时, 你第一时间是做什么? 亚伯拉罕

遇到饥荒时, 便想到粮食充沛的埃及. 在没求问神,  没
获得神指引的情况下, 他全家“下埃及求帮助”, 结果

差点身败名裂(创 12:10-20), 也从埃及得了使女夏甲, 
种下了日后家庭争吵与民族争斗的祸根(创 16:1-6). 

 
“埃及”在圣经中常预表或象征“世界”, 或世界

上的人、事、物 . 这方面的象征有时是中性的

(neutral), 没有不好的负面意义, 例如: (1) 在神主权的

安排下, 约瑟被卖到埃及, 为在将来出任埃及宰相, 备
粮救灾(创 39-41 章); (2) 在神明确的指示下, 雅各全

家下到埃及见约瑟(创 46:3-7); (3) 神在梦中借天使吩

咐约瑟, 带着孩童耶稣前往埃及避难(太 2:13-15).  
 
然而, 埃及是富庶之地, 也以强壮的兵马战车

著称, 使人倾向倚靠埃及而不倚靠神, 所以神吩咐说: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

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 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 ‘不
可再回那条路去.’ ”(申 17:16). 在这方面, “埃及”显然

带有负面的预表意义, 象征那有损灵命的世俗之物, 
甚至与神敌对的属世制度.  

 
旧约神的子民(犹大国民)遇到亚述的军事威

胁时, 他们想到的是: 下埃及去, 投靠埃及! 他们要投

靠埃及, 与埃及结盟来化解危机. 不过神说: “祸哉! 那
些下埃及求帮助的, 是因仗赖马匹, 倚靠甚多的车辆, 
并倚靠强壮的马兵, 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
问耶和华”(赛 31:1). 所以“耶和华说: 祸哉! 这悖逆的

儿女. 他们同谋, 却不由于我, 结盟, 却不由于我的灵, 
以致罪上加罪. 起身下埃及去, 并没有求问我; 要靠法

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 并投在埃及的荫下. 所以, 
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 投在埃及的荫下, 要为

你们的惭愧”(赛 30:1-3). 
 
在这事上, 神提醒犹大国民: “你们得救在乎归

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赛 30:15; 注: “安
稳”(KJV: confidence)原意为“信任”]. 在疫情肆虐下, 
身为神子民的我们, 也遇到各种困难. 遇到困难时, 我
们第一时间该做什么? 不是“下埃及求帮助”(倚靠世

人)而是“求问神”(倚靠神); 我们应该谨记圣言, 要“归
回安息”  —  不要慌张失措, 要安息在神里面, 而主应

许: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太 11:28). 我们也要“平静安稳”  —  要安静

下来, 信任真神! 信任神的表现之一, 就是祷告交托,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
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 4:6). 如此才能经历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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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逾越节、除酵节、 

初熟节 和 五旬节 
(利 23:5, 4-8, 9-14, 15-22) 

 
 
(A) 序言 

 

我们来到麦敬道(C. H. Mackintosh)所谓的

“圣经里最深邃、广博的一章”  —  利未记第 23
章! 麦敬道写道: “这章记载了七大节期, 就是以

色列人一年里要定期分别出来的庄严日期. 换言

之, 它给我们一幅完美的全景图, 看见神在以色

列人的重要历史上如何对待他们.”1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

指出, 论到这“耶和华的节期”(利
23:2)共有七个 : 逾越节、无酵

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

节、赎罪日和住棚节; 而“七”在
圣经中是清楚象征完美的数目.2 
虽然论到这七个节期之前 , 先提到安息日 (利
23:3), “但很明显,” 麦敬道解释说, “安息日占了

独特、个别的地位.” 所以严格来说, 不属耶和华

的节期. 现在就让我们从预表(type)3的观点, 来思

考耶和华七大节期的前四个, 并看见它如何在主

耶稣基督的身上, 得着完美的应验或实现.   

                                                           
1   C. H. Mackintosh, Genesis to Deuteronomy: Notes 
on the Pentateuch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72), 第 398 页. 
2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233 页. 
3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或

制度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旧约

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个人物、事

件、物件或制度(俗称“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
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与“实体”(fulfillments, 
或作“真体”,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参 来 10:1; 西 2:17). 预
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

“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B) 逾越节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 23:5; 出 12:7,12,13,24-28; 路 22:14-20) 

 

利 23:5: “正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是耶

和华的逾越节(Passover).” 论到逾越节, 我们要回

到出埃及记 12 章. 那里记载逾越节的羔羊, 是在

正月 14 日的黄昏(原意为“两黄昏之间”, 出 12:6)
被杀的 . 施洗约翰指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

羊”(约 1:29), 而祂也应验了这预表的细节.4 如保

罗所说: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献祭

了”(林前 5:7). 
 
 出埃及记的逾越节是独特的 , 是一劳永

逸、不再重复的事件. 虽是不再重复的事, 却是

不可忘记的事. 逾越节作为记念方面, 不再需要

家家户户把血洒在门楣和门框上, 不再有无血之

家的长子被杀, 但每年逾越节时, 还是要宰杀一

只羊羔, 将之火烤后食用, 使到接下来世世代代

的以色列人都还记得当年在埃及所发生的事. 
 
 这样的记念

不单要惯常的做(每
年一次 ), 还要带着

喜乐的心去做, 因为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

(出 12:14: “你们要

记念这日, 守为耶和华的节”), 而“节”(feast)一词

的字根在希伯来文中有欢庆(celebration)之意, 是
喜乐的节日. 此外, 它也是一个严肃的场合, 有圣

洁与谦卑伴随着它, 因这日也被定名为“圣会”(出
12:16-17). 所烘的饼要无酵的, 象征没有发酵发

胀(注: “酵”常象征罪恶, 容易感染与扩散).  
 

逾越节宰杀羔羊之例是明智的, 为要引发

孩子们对此提问, 了解其因. 以色列人必须向提

问的儿女们清楚传达这定例的意义: “你们就说: 

                                                           
4   约翰·理祈(John Ritchie)指出 : “当太阳落山的时

候 , 有如一日渗进另一日去 , 因犹太日子是以‘黄昏到黄

昏’(即两黄昏之间)计算为一日的. 我们可称颂之主与门徒

在第 14 日太阳刚下山时守逾越节; 其后, 他整夜在客西马

尼园度过. 次日‘清晨’, 他被带到公会, 后又从该亚法送往

彼拉多之处, 之后被解到各各他山. 从午正到申初(中午 12
时至下午 3 时), 遍地都黑暗了 — 申初是下午 3 时 — 14 日

还未过, 神的羔羊牺牲死了.” 约翰·理祁著, 姚光贤译, 《耶

和华的节期》(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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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

的时候, 祂击杀埃及人, 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
了我们各家”(出 12:27).  
 

 多年以后, 就在逾越节的筵席上, “就是主

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说… 你们应当

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林前11:23-24). 这是何等

的合宜与贴切啊! 对于以色列人, 它是每年的记

念. 对于基督徒, 主的晚餐却是每周的记念. 愿我

们也每天回想我们如何靠着羔羊(主耶稣)的血, 
得蒙救赎, 脱离罪的铁锁奴役. 
 
 
(C) 无酵节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 23:4-8; 林后 5:21; 约壹 3:5) 

 

无酵节(或译“除酵节”,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所强调的是不能有酵. 已故的亚瑟·基摩尔

先生(late Mr. Arthur Gilmour)曾指出, 主耶稣论到

三种酵(leaven). 首先是法利赛人的酵(leaven of 
Pharisees), 述说假冒为善; 其次是撒都该人的酵

(leaven of Sadducees), 指不信的罪; 最后是希律的

酵(leaven of Herod), 指属世权势. 显然, 这三方面

的特征都无法在主耶稣身上找到. 祂的生命和工

作是诚信与忠实的模范(没有法利赛人的酵  —  
假冒为善). 它对神的信心是从不减退的(没有撒

都该人的酵  —  怀疑和不信), 而祂的国不属这世

界(没有希律的酵  —  追求属世的权势). 
 
 主耶稣基督

的生命展现恒常与

实际的圣洁 , 每一

点皆如每日献祭的

香气, 升到神面前, 
在道德上是无人超越、完全独特的卓越生命. 祂
是那无酵饼, 没有丝毫的朽坏, 也没有肉体的高

傲元素(注: 高傲使人“膨胀”, 如酵发胀). 祂是一

个与神旨意完全相符的人, 悖逆的罪在祂身上没

有立足之处. 祂心甘情愿地选择并活出倚靠神的

生活, 这世界的神(指魔鬼或撒但)对这位完全无

罪的基督进行猛烈攻击, 却徒劳无功, 无法得逞.  
  
无酵节传达一些极其实用的功课. 神的方

法是“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利 23:6); 一周之内

没有一日有罪恶明显存在(注: “酵”在圣经中常代

表罪恶或邪恶, evil). 这对今日神的子民而言是一

个极大的挑战. 我们活在一个污秽邪恶的世界, 
而“末世的日子”(the “last days”, 提后 3:1)可能是

这世界前所未有的最糟情况. 不过, 即使处在这

样的光景, 神的吩咐仍然清晰明确  —  “你们要

吃无酵饼七日.” 我们的救主耶稣所设立的榜样, 
正是我们需要跟从的, 如主耶和华所言: “你们要

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 19:2). 
 
最值得留意的是: 

无酵节与逾越节紧密相

连, 以致它们在 路 22:1
被视为相同的节期. 若我

们对自己蒙救赎一事的

赏识是清新的, 那么我们

就能全面欣赏基督. 圣经

由始至终显明一事: 当我

们起初的爱心开始微弱, 
逐渐暗淡时, 罪就趁虚而

入. 愿我们每天努力把我们对基督的爱加以保温

(不至冷却, 试比较 耶 2:1: “你幼年的恩爱, 婚姻

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 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 
那些来到我们面前, 要吸引我们犯罪的邪恶, 在
基督那无罪与完美人性的荣光中, 显得黯然失色. 
 
 
(D) 初熟节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 23:9-14; 出 22:29; 林后 15:20) 
  

这段经文开始时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

们的地”(利 23:10: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

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

庄稼一捆 [KJV: a sheaf of the firstfruits of your 
harvest] 带给祭司”). 神对祂子民的心意, 本是要

带领他们出埃及, 然后在数日后就进入迦南. 可
惜, 悖逆和不信的罪拦阻了他们实现此事. 除非

我们在属灵方面进到神所要我们处在之地, 否则

我们无法作为祂的祭司, 献上祂所要之物. 
 
要明白“初熟的庄稼”(firstfruits of harvest)

之意义, 我们必须阅读哥林多前书 15:20, “但基

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firstfruits).” 犹太人否认主的复活, 官长们尝试掩

盖此事. 但今天, 那位曾经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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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天上, 显明死亡无法拘禁神的爱子耶稣基督, 
因祂已经从死里复活, 战胜死亡.  

 
祭司要把这一捆的初熟庄稼(注: 利未记

23 章的“初熟庄稼”或“初熟果子”是指初熟的大

麦, barley)在安息日的次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在神面前摇一摇(里 23:11: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

日把这捆摇一摇”). 圣经在这方面准确地描述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抹大拉的马

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约
20:1; 注: 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 就如“初
熟的果子在七日的第一日”要献在神面前摇一摇).  

 
 
 

此外, 献上初熟的庄稼(或译作“初熟果子

的庄稼”)时, 也必须与燔祭, 以及有奠祭的素祭一

同献上(利 23:12-13: “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同献的素祭, 就是调油的细面伊法十分之二, 作
为馨香的火祭, 献给耶和华. 同献的奠祭, 要酒一

欣四分之一”). 这些献祭都是所谓“馨香的祭” 
(sweet savour offerings), 提醒我们那位从死里复

活的耶稣基督如馨香之祭, 带给神的心何等满足

的喜悦! 
 
这里是利未记中首次提到“奠祭”(drink 

offering), 这祭主要是酒. 士 9:13 论到酒能“使神

和人喜乐”, 这点表明这位复活之人(主耶稣)使神

心里喜乐欢悦. 复活之主永远坐在神的右边, 蒙
祂父神的心所悦纳, 祂的受苦与受辱已成往事, 
永远不再发生了.  

 
回到利未记 23 章, 接下来在 利 23:14, 主

题改变了, 从“献给神之物”变为“我们可食之物”; 
正如基督满足了神, 照样, 我们也通过与祂相交

而得着满足. 利 23:14: “无论是饼, 是烘的子粒, 

是新穗子, 你们都不可吃, 直等到把你们献给神

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 这在你们一切的

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里我们看见

三个物件: 饼、烘的子粒和新穗子. 
 
庄稼的“新穗子”(the green ears of corn, 利

23:14)提醒我们关于基督充满活力的生命, 全然

奉献与耗尽在神的事工上. 另一方面, “烘的子

粒”(the roast corn, 利 23:14)述说祂的死亡(注: 在
十架上, 基督为罪人承受神对罪的审判的烈怒之

火, 如同子粒被火所烘所烧一般), 这点必须作为

我们心灵的粮食(即要思想它, 从中支取营养, 获
得力量). 至于“饼”(每日的粮食), 它代表我们与祂

每日的相交(参 林前 10:16-20). 只有在祂里面, 我
们可以找到心灵的满足. 愿我们今日更多的领受

祂, 好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得更像祂.  
 
 
(E) 五旬节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未记 23:15-22) 
  

初熟成果的禾捆(the sheaf of firstfruits)于
清早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初熟节清早所行

的), 过了七周(七个星期)之后, 就是庆祝五旬节

了. 复活已带来新的开始, 从此刻起, 引进一个新

的节期. 此节期见证了神的子民被带到神的面前. 
所需的献祭被称为“新素祭”(a new meal offering, 
利 23:16), 与利未记第 2 章所记载的“素祭”有点

不同. 这“新素祭”要从他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伊法

十分之二, 加上酵 (注: 素祭本是无酵的), 烤成两

个摇祭的饼, 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利 23:17).  
 
“十分之一”(the tenth part)是属个人的份量

(portion of the individual, 出 16:16,32),5 而“加酵

来烤”则提醒我们有罪恶存在里面, 却献在耶和

华面前. 我们知道基督里面是没有丝毫的罪(无
“酵”), 但我们明白我们里面却是有罪的, 而这“新
素祭”教导我们一个真理: 那位得荣耀的基督如

今彰显在祂子民当中. 两个饼(两个摇祭的饼)表

                                                           
5   出 16:16: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着各
人的饭量, 为帐棚里的人, 按着人数收起来, 各拿一俄梅
珥.” 出 16:32: “摩西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一满

俄梅珥(俄梅珥就是伊法十分之一)吗哪留到世世代代, 使
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 在旷野所给你们

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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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素祭(两个有酵的饼) 

明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在同一个身体上, 这就是

神的灵在五旬节时所成就的事(即所谓“圣灵的

洗”或作“圣灵的浸”, 林前 12:13: “我们不拘是犹

太人, 是希腊人 [意指外邦人] … 都从一位圣灵
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即成了基督的身体  —  召
会] ”, 也参 弗 2:12-19; 徒 1:5).  

 
那位被人弃绝、钉

在十架上的主耶稣, 借着圣

灵居住在祂子民的生命中

(居住在召会中 , 弗 2:22), 
直到祂回来接召会到荣耀

里. 神已为祂的爱子在祂受

辱之地辩白, 而祂辩白的成

果彰显在众信徒每日的生

命中. 我们每日应该渴慕把

基督的生活之道重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即我们

要活得更像基督, 展现祂的各种美德, 如仁爱、

公义、谦卑等等), 使到各各他十架救恩的果效能

挑战到罪人, 令他们明白自己需要一位救主.  
 
 值得关注的是, 神吩咐摩西这节期(五旬

节)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可指住家), 作为世世代

代永远的定例(利 23:21). 基督必须彰显于我们的

家中, 即在我们的家庭领域中, 那是别人眼目看

不到的范围, 但神却要我们在这领域中彰显基督, 
即表现出爱、尊重和顺服的美德. 若我们在家庭

领域中缺乏忠诚与爱心, 没有言行一致, 那么再

怎样努力参与事奉主都没有用了; 这样的情况只

会减损我们属灵的能力. 看来诗人领会这真理, 
他写道: “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诗 101:2). 
愿这点成为我们每日的心愿和习惯, 好叫那些接

近我们的人能看见基督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6    
 
 
(F) 结语 

 

五旬节是在三月, 而下一个耶和华的节期

要等到七月的吹角节. 三月(3 月 6 日)至七月(7 月

1 日)长达四个月之久, 没有任何节期庆典. 对于

这点, 麦敬道写道: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百姓

                                                           
6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66, 112-114 页; 另
在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才有活动(movement, 指欢庆守节的活动). 然而, 
要留意‘穷人和寄居的’之条例… 第 22 节(利
23:22):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尽田角, 也
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

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寄居的可在以色列的田里拾

取麦穗. 外邦人蒙带领(即蒙眷顾), 有份于神所涌

流的美善福分.”7 约翰·达秘(J. N. Darby)表明这段

很长的时间, 可指神恩典的供应, 是外邦人蒙恩

典的召会时代.8  
 
 我们在上文看过的四个节期, 都已在基督

第一次降临时应验了. 接下来的三个, 要等到基

督第二次降临才获得实现. 若合神的旨意, 我们

将在下一期探讨这最后三个“耶和华的节期”  —  
吹角节、赎罪日和住棚节, 并思考基督如何应验

这三个节期所预表的宝贵真理.   
 
 
***************************************** 

附录:   利未记 23 章的四个节期 
(格里夫, Paul Grieve) 

 
   利未记 23 章是论到“耶和华的节期”(The 
Feasts of Jehovah). 格里夫(Paul Grieve)指出, 耶和华

的节期也在旧约圣经另两本书提及, 即民数记第 28-
29 章和申命记第 16 章. 民数记所强调的是所献上的

祭物(sacrifices), 即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年所献的; 
而申命记所记载的, 是三个有关七日的节期: 除酵

节、七七节(五旬节)和住棚节(注: 这三个节日都与七

相关), 所强调的是守这三大节期的地点(place). 相比

之下, 利未记提到耶和华的节期时, 所强调的是它们

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展现神救赎计划的七大步骤).9 
 
 (一)   逾越节 (The Passover, Pesach) 
  

逾越节的希伯来文是 Pesach , 犹太基督徒圣

经学者埃德逊(Alfred Edersheim)解释这希伯来字的字

                                                           
7   麦敬道著, 《利未记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

室, 1988 年), 第 287 页. 但麦敬道也正确指出, 召会从基督

所得的天上属灵福气, 是高得无与伦比的, 甚至成为以色列

君王的新妇(此福气远超神属地子民以色列人所领受的).   
8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239 页. 
9   利未记 23 章展现神救赎计划的七大步骤如下: (1) 
逾越节  —  基督代死; (2) 无酵节  —  圣徒交通; (3) 初熟节  
—  基督复活; (4) 五旬节  —  圣灵降临; (5) 吹角节  —  基
督再临; (6) 赎罪日  —  圣民洁净; (7) 住棚节  —  基督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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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酵节预表圣徒的交通是以: 
逾越节羔羊(基督)的救赎为基础 ,  
借着无酵饼(基督)的喂养来维持 , 
并以除酵(即圣徒除酵, 从罪中分

别为圣) 来持续. 
 

根(希伯来文: pasach {H:6452})意指“跨越”(to step 
over)或“越过、无视” (overleap), 指向耶和华所应许

的: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出 12:13). Pasach
一字也用在 赛 31:5,10 那里的含意是如鸟在盘旋进行

保护(hovering over in protection). 这肯定也适切地描

述出埃及记 12 章的情景, 即耶和华在涂着血的家家

户户之上盘旋, 防止灭命的天使入屋取命.  
 

出埃及记 12 章的逾

越节与利未记 23 章的逾越

节是有区别的 . 严格来说 , 
只有一个逾越节  —  就是

发生在埃及、耶和华拯救

祂百姓脱离奴役的事件. 每
年庆祝的逾越节只不过是

对此事件的一种纪念. 它不

仅回顾神借羔羊之血施行

救赎, 以大能拯救百姓脱离

埃及, 它也向前瞻望一件更伟大的拯救, 即以神的羔

羊(耶稣基督)之血救赎祂百姓脱离罪和撒但的奴役. 
保罗清楚教导此事,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

杀献祭了”(林前 5:7).  
 
我们不可忽视圣经给这节日的称号  —  “耶和

华的逾越节”(利 23:5). 可惜在多个世纪之后, 当主耶

稣来到地上的日子, 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已经堕落到

一个地步, 这节期被称为“犹太人的逾越节”(约 6:1), 
不再是“耶和华”的节期. 人是何等容易从他思想中

“消除”主耶和华, 好让自己占有重要地位.  
 

(二)   无酵节 (Unleavened Bread, Mazzoth) 
  

无酵节(或译: 除酵节)11是在正月 15 日开始, 
长达 7 日. 既然逾越节宰杀羔羊是在 14 日, 而当晚吃

逾越节筵席时便已进入正月 15 日(注: 犹太人是以傍

晚 6 时算为一天的开始), 所以逾越节与除酵节是紧密

相连, 甚至两个节期的名称可互换使用, 如 路 22:1 所

记载: “除酵节(又叫逾越节)近了”.  
 
 以色列人在七日的除酵节中吃无酵饼. “无酵

饼”(unleavened bread)原文是 matstsah {H:4682}. 它就

                                                           
10   赛 31:5: “雀鸟怎样扇翅覆雏, 万军之耶和华也要

照样保护耶路撒冷, 他必保护拯救, 要越门 (KJV: passing 
over; 希伯来文: pasach )保守.” 
11   这两个译法各有所强调的重点, “无酵节”强调“无”
酵, 指基督是无酵的(圣洁无罪的); “除酵节”则强调“除”酵, 
指基督徒必须除酵(除去罪恶), 这在与神与人的交通(相交, 
fellowship)是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说“无酵节”预表基督

的“圣洁无罪”, 亦可说“除酵节”预表基督徒的“圣徒交通”. 

是 申 16:3 所说的“困苦饼”(the bread of affliction).12 
它是令人不愉快、没有味道的饼, 为要提醒以色列人

关于他们在埃及无味受苦的日子. 
 
 哥林多前书第 5 章清楚教导我们, “酵” (leaven)
代表罪恶或邪恶. 圣灵在这章用“酵”作为淫乱的写照. 
犯了此罪的人要从信徒的交通中除去(与他断绝交通), 
正如在预备除酵节时, “酵”要从家中完全除去一样. 
当保罗在此指示哥林多信徒要“守这节”(林前 5:8),13 
他不是暗指守主的晚餐, 而是除酵节所预表的意思, 
即所有基督徒必须活出一个没有被罪玷污的生活. 他
也在同一节明确说明“酵”代表什么  —  “恶毒、邪恶”, 
象征所有的罪恶.  
 
 论到 林前 5:8, 范氏(W. E. Vine)解释道: “ ‘我
们守这节’的希腊原文是 heortazô {G:1858}… 不是指

守主的晚餐, 也不是守逾越节, 而是指信徒要把他们

连续不断的日常生活(continuous life, 注: 这字的文法

是“现在进行时态 / 现在进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作为‘除酵节’的节庆(festival)或圣日(holy-day), 
活出‘除酵节’所预表的意义  —  除罪  —  得以自由, 
脱离经文所说的罪恶.” 
 
 因此, 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脱离一切不讨主喜悦

的事物, 并以“诚实”(意即: 纯全不染, sincerity)和“真
正”(意即: 可靠的真理, truth)取而代之.14 除酵节共有

七日(数字“七”象征完整), 表明信徒的整个生命必须

有此标记  —  除去玷污的事物. 凯利(William Kelly)
指出 , 要活出

这样的个人圣

洁 , 只有靠着

真无酵饼  —  
基督  —  的喂

养才能维持.  
 
                                                           
12   申 16:3: “你吃这祭牲, 不可吃有酵的饼; 七日之内

要吃无酵饼, 就是困苦饼, 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 要叫你

一生一世记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 
13   林前 5:8: “所以, 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 也不可

用恶毒(或作: 阴毒)、邪恶的酵,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14   “诚实”这字的希腊文是 heilikrineia , 可意为“在日

光下察看是纯全的”. 就如用指头取一滴清水, 放在你和日

光之间, 完全清晰明透, 不含杂质. 至于“真正”一词, 其原文

是 alêtheia . 这名词意为“真实、可靠、真理、实在”等, 常
指真实可靠的真理之道, 即神的话(圣经)或称“真道”. “无酵

饼”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生命的粮”(原义作“生命的饼”). 
祂是无酵的, 因为在祂里面并没有罪(约壹 3:5), 祂也未曾

犯过罪(彼前 2:22). 诚然, 基督是“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因祂

的生命清晰明透, 完美纯全, 也合乎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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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初熟节 (Firstfruits) 
  

初熟节是落在除酵节的七日之内. 初熟的禾捆

(sheaf)是在安息日当天傍晚收割. 埃德逊(Edersheim)
写到以色列人为了确保遵守安息日(星期六), 所以在

当天日落(sunset)之后才割下初熟的禾捆, 并在隔天

(星期日)将它带到祭司面前献给神, 或更正确地说, 在
同一日如此行(注: 犹太人在星期六的安息日傍晚 6
时后, 便已进入新的一日, 即星期日), 因为犹太人以

日落为新一天的开始. 
 
 论到基督的复活 , 
使徒保罗在 林前 15:20 表

明基督“成为睡了之人初熟

的果子”, 而圣经清楚说明

基督从死里复活, 是在七日

的第一日 (即星期日 , 太
28:1; 可 16:9; 路 24:7), 也就

是“每周的安息日”(weekly 
Sabbath)的次日; 这也证明 
利 23:11 的“安息日”指的是“每周安息日”, 而非除酵

节第一日的“节期安息日”【注: 利 23:7 表明除酵节的

第一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是安息日, 被称为

“逾越节的安息日”(the Passover Sabbath)或“节期的安

息日”(the Feast Sabbath)】. 
 
 除了献上初熟的禾捆, 初熟节当日也要献上燔

祭(一只羊羔)、素祭和奠祭(利 23:12-13). 凯利(Kelly)
指出没有献上赎罪祭, 进一步证明这初熟的禾捆代表

那完全无罪的主耶稣基督. 若应用在基督徒方面, 这
三节期也显示了一个令人欢悦鼓舞的进展. 逾越节述

说那通过基督代死的救赎; 无酵节代表信徒除罪的圣

洁生活; 初熟节表明将有更大收成的保证(pledge), 蒙
神救赎的众信徒因基督的复活而得着保证  —  将有

份于第一类的复活(指义人的复活). 
 

(四)   五旬节 (Week/Pentecost, Shavuot) 
  

五旬节在 出 23:16 中被称为“收割节”, 因为此

节标志着收割小麦的开始. 初熟节的禾捆(the sheaf of 
firstfruits)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初熟节清早所行

的)之后的第 50 天, 就是五旬节了(注: “五旬”的意思

是 50).15 若初熟节是落在“每周安息日”的次日(即星

期日),  那么, 每一年的五旬节也必然落在七日的第一

日(星期日). 根据埃德逊(Edersheim), 在耶稣基督的时

代有个普遍看法, 就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那一

                                                           
15   这第 50 天是 利 23:16 所谓的“到第七个安息日的

次日”(七个安息日 = 7x7 = 49), 故称为“七七节”(申 16:16). 

日正是五旬节 . 摩西确实是在三月时领受律法(出
19:1).    
 
 五旬节当日要献上一个“新素祭”(利 23:16). 
这与众不同的“新”是因为此日所献的素祭是加上酵

的两个饼(利 23:17, 注: 素祭本是不可有酵的). 回顾历

史, 我们知道主基督要做的这件“新”事, 就是成立召

会. 使徒行传第 2 章记载, 五旬节当日, 圣灵降临成立

召会; 而两个饼可代表这新的身体. 凯利(Kelly)指出, 
数字“二”表明见证(例如 约 8:17: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

的”; 也参 亚 4:11; 11:7; 赛 8:2; 启 11:3). 这两个饼所

代表的召会, 正是基督复活的有效见证.16  
 
 简之, 初熟节所献的“初熟的庄稼”(firstfruits of 
harvest, 利 23:10)指的是基督, 而五旬节所献的是“初
熟之物”(firstfruits, 即两个有酵的饼为素祭, 利 23:17)
指的却是召会(或召会中的基督徒). 这第二个“初熟之

物”(firstfruits)在新约圣经中有它的对应物, 可指召会

信徒, 如 雅 1:18 所说: “祂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

我们 , 叫我们在祂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firstfruits).”17 感谢神, 初熟的农作物预示和保证有更

大的收成要来了! 基督在复活方面是初熟的果子(保
证将有更多的收

成  —  更多人复

活 ), 而我们基督

徒也有幸在神所

造的万物中好像

初熟的果子(我们

蒙神赐福, 这点保

证了万物也必蒙

神赐福 ), 这是何

等宝贵、鼓舞人

心的真理啊!  
 
                                                           
16   理祈(John Ritchie)正确指出, 两个饼可预表犹太人

和外邦人. 在五旬节以前, 这两个百姓被一堵“中间隔断的

墙”(弗 2:14)分开. 犹太人是蒙神拣选的后裔(罗 9:4), 外邦

人却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弗 2:12). 基督透过五

旬节圣灵降临, 将“两下  —  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  —  合而

为一”(弗 12:14), 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弗 2:15). 
基督的十架是所有圣徒合一的基础, 而这伟大的工作已由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那日开始, 正如保罗所说: “我们不拘是

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意指外邦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
从一位圣灵受洗 , 成了一个身体 , 饮于一位圣灵”(林前

12:13). 约翰·理祁著, 姚光贤译, 《耶和华的节期》(香港九

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第 40-41 页. 
17   上文改编自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2), 第 249-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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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斐生博士 

福音亮光                                灯台 
 
 

末 世 预 言: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马太福音 24:7） 

 
 
 
(A)   有关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预言 
 

大约在公元 32 年, 主耶稣和祂的众门徒

进入耶路撒冷城. 祂望着耶路撒冷美丽繁华的景

象, 却为它痛心地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

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

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哪, 你
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马太福音 23:37-38); 
其实在这之前, 当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这

城, 就为它哀哭说: “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起

土垒,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

里头的儿女…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加

福音 19:43-44).   
 
主耶稣的门徒谈论耶路撒冷宏伟华丽的

圣殿时说: “圣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妆饰的”(路加福

音 21:5). 主耶稣却回答说: “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

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

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路加福音 21:6).  
 
众门徒问主耶稣说: “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路加福音 21:7) 
主耶稣回答: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

知道它成荒场

的 日 子 近 了 .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

出来; 在乡下的

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使经上所写的

都得应验.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

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也有震怒临到

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

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路加福音 21:20-22). 
 
 曾任职加拿大国防部, 主持国防太空、通

讯卫星、反飞弹防御及核子辐射研究与发展工

作的梁斐生博士,18 在其所著的《从圣经揭开动

荡世代的奥秘》一书中, 
论述耶路撒冷与圣殿被

毁一事. 他指出, 距离耶

稣基督被钉十架未及

40 年, 犹太人在公元 66
年 5 月, 开始反叛罗马

政府. 当时, 罗马皇帝尼

禄(Nero)马上派遣曾经

成功占领英国(大不列

颠 ) 的维斯帕先将军 ( 或译 “ 卫巴仙将军 ”, 
Vespasian), 去粉碎犹太人的暴乱.   
 

公元 67 年 10 月, 维斯帕先将军成功地收

复了整个加利利. 公元 68 年春天, 尼禄王在罗马

城自杀而死. 维斯帕先将军马上赶回罗马, 并且

很快就宣布自己为罗马皇帝, 亲自负责整顿罗马

帝国, 并督促建设宏伟的罗马城, 包括罗马城中

心的庞大戏剧场(Colosseum).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在维斯帕先将军放弃

对耶路撒冷的包围, 赶回罗马时, 在耶路撒冷的

基督徒回想起主耶稣的忠告: “你们看见耶路撒

                                                           
18   梁斐生博士毕业于加拿大阿尔伯达(Alberta)大学

电机工程博士, 曾任职加拿大国防部, 主持国防太空、通讯

卫星、反飞弹防御及核子辐射研究与发展工作. 他于 1991
年荣获加拿大国防部特殊贡献奖, 并于 1996 年荣获北大西

洋公约(NATO)航太咨询委员会贡献奖. 他曾以加拿大首席

代表身分参加国防太空科技发展委员会、西方国家高科技

产品管制(COCOM)委员会, 及北大西洋公约国(NATO)四
个科技发展委员会. 梁斐生博士于 2003 年提早退休, 曾任

美国基督徒使者协会董事会主席, 现任加拿大中国信徒布

道会董事, 经常到世界各地主讲专题讲座, 著有《真金不怕

洪炉火》、《常胜兵法》和《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

秘》等书. 梁斐生博士一生经历神无数奇妙的带领, 请阅览

他的见证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至
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梁斐生博士见证/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梁斐生博士见证/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梁斐生博士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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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那
时, 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路加

福音 21:21-22). 趁着罗马将军维斯帕先领军回国, 
犹太基督徒把握良机 , 赶快出城 , 逃往佩特拉

(Petra)以及周围的山区, 结果逃过了以下的可怕

灾难. 
 

公元 70 年的春天, 维斯帕先皇帝任命儿

子提多将军(Titus)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对付犹太人, 
带领 8 万军队朝向那有 2 万 5 千犹太反叛份子驻

守的耶路撒冷城进攻. 然而, 犹太人却不理会耶

稣基督预言时所给的忠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路加福音 21:21). 成千上万

的犹太难民反而蜂拥进入耶路撒冷城

逃难, 并用尽方法加强耶路撒冷城的防

御工作. 
 
 提多将军为了断绝耶路撒冷城

的粮食供应, 命令罗马士兵在耶路撒冷

四周筑起围墙, 紧紧围困此城. 提多将

军的行动又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 : 
“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周围

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路加福音 19:43).  
 
 两方相持了 140 日, 耶路撒冷因为粮食的

供应被断绝, 很快就面临空前严重的大饥荒. 城
内的居民, 不论老幼都像一群群饿狗, 到处寻找

可以吞食的东西. 饥荒严重到逼使他们拿自己的

皮带和鞋子来充饥. 当所有的野菜、树皮和草根

都吃尽时, 有些人甚至被逼与他人交换婴孩来吃. 
这一切都应验了大约 40 年之前, 耶稣基督所说

的话: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使经上所写的都得

应验.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因
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 也有震怒临到这百

姓”(路加福音 21:22-23). 
 
 提多将军的围攻, 使到因饥荒或战争而死

的尸体一层层的被叠在墙角, 无人安葬. 有些生

还者要埋葬自己亲人的尸体, 自己却倒在他们正

要埋葬的尸体上. 罗马士兵用尽恐怖手段, 把俘

虏钉在十字架上, 城郊到处竖满了十架, 以恫吓

犹太人投降; 每天死数百人, 血染大地, 惨不忍睹. 
最后, 罗马大军终于成功的攻破圣城耶路撒冷.  

 论到耶路撒冷城里的圣殿, 耶稣基督在祂

的预言中特别声明: “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

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 不被拆毁了”(路加福音

21:6). 这件事怎么可能呢? 耶稣基督可以预言一

座城将要被围困和毁灭; 也可以预言城中人民将

被掳去. 然而, 论到圣殿的结果“在这里没有一块

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是怎么一回事? 
真的会应验吗? 
 

梁斐生博士继续写道: “当时, 提多将军并

不愿意让耶路撒冷遭全面毁灭, 便命令所有士兵

要尽量保存富丽堂皇的圣殿, 不许动圣殿一块石

头. 他甚至恳切劝告犹太首领投降或者离殿交战, 
以保存圣殿. 但这一切努力, 均无法改变耶稣基

督的预言.  
 
“罗马官兵因犹太人的顽梗

抵抗, 而怀恨愤怒到极点. 犹太人

从圣殿冲出来袭击罗马阵地时, 其
中一个士兵将火把丢进圣殿, 厢房

立刻着火. 提多将军马上命令救火, 
士兵们却反将火把纷纷丢进圣殿, 
结果, 一场熊熊大火终于把圣殿全

部烧毁.  
 

“士兵们发现圣殿四围的墙竟然是用黄金

包住的, 经火一焚烧, 金液流入石头缝中. 当时第

10 营的营长由卢浮士(T. Rufus)领导, 他命令士兵

们将圣殿完全拆毁, 从每块石头的夹缝中把这些

金子拿出来. 这完全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 ‘没
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 

 
“除此之外, 罗马兵随心所欲宰杀犹太生

还者. 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 公元 37-
100 年)估计, 犹太人被杀人数近 110 万, 另外

97,000 人被出卖充当奴隶. 很多人被卖到船上或

矿山做苦工; 也有不少人被

送到武斗场和狮子搏斗, 做
戏给罗马人看.” 这又应验了

耶稣基督在同一预言里所说: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

各国去’’(路加福音 21:24).19 
                                                           
19   摘自 梁斐生著, 《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

(柔佛: 协传培训中心, 2009 年), 第 48-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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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在历史上确实发生的种种事件, 
说明了今日的我们绝不可忽视耶稣基督的预言. 
耶稣基督不仅预言在公元 70 年将发生的事件, 
祂更预言在末世时将发生的战争. 
 
 
(B)   有关末世的战争 

 

(B.1)   有关“国攻打国”的预言 
 

 马太福音 24:2: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

见这殿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马太福音 24:3: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

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麽预兆呢?”  

 马太福音 24:4: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
得有人迷惑你们.  

 马太福音 24:6: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

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马太福音 24:7: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
处必有饥荒、地震.  

 马太福音 24:8: 这都是灾难(灾难: 原文作生

产之难)的起头.  
 

耶稣基督不单预言关于圣殿被毁, “没有

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马太福音 24:2), 
祂还预言世界的末了(末世)将要发生更多、更可

怕的战争  —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这样

的战争可能发生吗? 肯定会发生, 因为单在 20 世

纪, 已经发生两次世界大战  —  “第一次世界大

战”(1914-191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这两次世界大战涉及世上大多数强大和人口庞

大的国家, 横跨几个大洲, 并持续多年. 单在这两

次大战, 就造成前所未有的伤亡和破坏, 死亡人

数超过 1 亿人.  
 

受影响 
的国家 

第一次 
世界大战 

第二次 
世界大战 

征兵 7,000 万人 1 亿 1,000 万人 
死亡 2,000 万人 7,200 万－1 亿人 
损伤 2,000 万人 3,500 万人 

战地大小 400 万平方公里 2,200 万平方公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主要在欧洲, 涉及

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

利等等(欧洲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参战, 俄国因内部

发生革命而退出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涉及更多

国家, 除了欧洲各国, 亚洲的日本和北美洲的美

国也加入大战 . 欧
洲战区最后以德国

于 1945 年 5 月 8 日

投降结束战争 , 而
亚洲战事也因美国

分别在日本广岛市

和长崎市投下原子

弹 , 逼 使 日 本 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

投降而宣告结束.20 
 
我们的世

界是否随着二次

世界大战的结束

而从此得享和平? 
答 案 是 可 悲 的

“不”! 不到 10 年

又爆发长达 20 年

之久的 “越南战

争”(1955 年 11 月

1 日至 1975 年 4
月 30 日), 由美国

和韩国支持的“南
越”对抗由中国和

苏联支持的“北越”, 五国参战兵力总数超过 2 百

44 万多人, 结果双方死亡人数也高达 130 万人.21 
 
20 世纪结束前, 再次发生“国攻打国”的大

规模战争, 即 1990 年 8 月 2 日至 1991 年 2 月 28
日的“海湾战争”(或称: 波斯湾战争、沙漠风暴). 
以美国为首、由 34 个国家组成的联军(盟军), 向
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发动大战. 各式导弹和大量

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 根据一些报导, 盟军死亡

人数约 300 多人, 而但伊拉克军方死亡人数约

2.5 万到 7.5 万之间. 更可悲的是, 战后的状态造

成更多伊拉克人死亡. 战后对伊拉克的制裁可能

                                                           
20   资料摘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my/世界大战 . 
21   资料摘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越南战争
/299960 . 

https://zh.wikipedia.org/zh-my/世界大战/
https://baike.baidu.com/item/越南战争/2999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越南战争/2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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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导致大约 200 万人死亡(特指饿死或营养不良

而死), 其中半数是儿童.22 
 
 

(B.2)   有关“民攻打民”的预言 
 
 除了“国攻打国”, 主耶稣还预言末世将有

“民攻打民”的情况, 这包括数国或一国之内的民

族彼此战争 . 近代的叙利亚就是一个例证 . 自
2011 年起, 叙利亚便陷入内战烽火中. 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Bashar Hafez al-Assad)的政府和反对

派为了叙利亚的国家统治权, 打了超过 7 年内战. 
叙利亚的内战也引发广泛的国际影响, 随着时间

的推移, 不仅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沙特阿拉

伯等中东地区大国纷纷介入, 全球四大势力中(除
了中国牵涉稍浅), 美、欧、俄三方也都卷入其中, 
派战机和发射飞弹进行猛烈轰炸. 数以万计的叙

利亚人丧生,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整个国家千疮

百孔. 因此, 我们在报章和互联网上看到叙利亚

境内许多城镇, 特别是首都大马士革正如圣经所

预言的, “已被废弃, 不再为城, 必变作乱堆”(以赛

亚书 17:1).  
 

叙利亚多年的内战导致大量的叙利亚难

民涌入欧洲. 按联合国难民署数据, 2015 年有超

过 36 万 6 千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 其中有

2,800 人在渡过地中海时死亡或失踪, 使海上愁

云满布, 悲歌连连. 这应验了圣经论到叙利亚时

所说的: “海上有忧愁, 不得平静…”(耶利米书

49:23).23 2015 年 9 月 2 日, 土耳其的博德鲁姆

(Bodrum)海滩上发现一具 3 岁男童的尸体【他是

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艾兰·库尔迪(Aylan Kurdi)】, 
此事述说了这方面的海上悲剧 . 请阅览网址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8/海上悲歌

-叙利亚的难民潮/ . 
 
 除了“越南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的内战, 
其他地方也发生许多“民攻打民”的种族冲突, 例

                                                           
22   资料摘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海湾战争 .  
23    耶利米书 49:23-24: “论大马士革(Damascus, 旧译

“大马色”). 哈马和亚珥拔(叙利亚境内城市)蒙羞, 因他们听

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 海上有忧愁, 不得平静. 大马士革

发软, 转身逃跑. 战兢将他捉住; 痛苦忧愁将他抓住, 如产

难的妇人一样.” 

如: 2012 年印度发生的种族冲突, 导致 78 人死亡, 
40 万人流离失所;24 2016 年缅甸“罗兴亚人冲突”
造成超过 240 人死亡, 约 25 万人流亡, 成为难

民;25 更甚的是, 到了 2019 年, 根据联合国独立调

查团的报告, 缅甸数十万罗兴亚人面临更严重的

种族灭绝威胁.26 此外, 美国近期也常发生大规模

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27  
 

事实上, 若仔细地查考和正确地明白圣经

预言, 耶稣基督所预言的“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

国”将在所谓的“末世七年灾难”时发生, 就是启示

录中所谓“红马”出现所带来的情景.28 但上文所

论到近代种种大小规模的战争, 包括“国与国之

间”和“一国之内”的战争, 都是末世七年灾难的战

争之“前奏”(Prelude),29 证明主耶稣所预言的“民
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是肯定能够发生, 也将会

发生! 
 
 
(C)   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有人问科学大师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第三次世

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 爱因斯坦回答道: “我不

知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 但我知道第四

                                                           
24   参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wIaJ . 
25   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罗兴亚人冲突 . 
26   参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1562 . 
27   参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
52861331 【参阅 2020 年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 (George 
Perry Floyd)之死引发的明尼苏达州(Minnesota)骚乱】. 
28   启示录 6:4: “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

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

一把大刀赐给他.” 
29   所谓的“前奏”(Prelude)是指“在一个主要或更重要

的事情之前介绍性的表演、行动或事件”, 例如当我们听到

某人弹奏一首歌的“前奏”, 我们就知道这首歌的“主歌”快
要来了. 照样, 上文所提到的近代和现今种种战争, 正是末

世七年灾难之战争的“前奏”, 表明所预言的战争将要来了. 
必须留意的是: 末世七年灾难是以第一印开始, 即启示录

6:2 所说的白马; 此白马象征“敌基督”主导下所带来短暂与

虚假的和平, 以此迷惑世人(比较 马太福音 24:5). 不久, 红
马便出现, 夺去短暂的太平, 各处就爆发战争(启示录 6:4; 
比较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这些事(迷惑、战争、饥荒等

等)“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福音 24:8). 敌基督什么时候显

露进行上述的迷惑呢? 要等到那有圣灵内住的召会被提后, 
敌基督才能显露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 2:7-8: “等到那拦阻

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8/海上悲歌-叙利亚的难民潮/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8/海上悲歌-叙利亚的难民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海湾战争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wIaJ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罗兴亚人冲突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1562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2861331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2861331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1 

   

《家信》: 第 129 期 (2021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里斯教授 (Martin Rees) 
 

次世界大战用的武器是石头.” 梁斐生博士评论

道: “从爱因斯坦幽默的回答中, 我们可发现一个

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未来战争若使用了核武, 人
类将面临世界性灾难.”30 

 
英国剑桥大学天

文物理学家马丁·里斯(或
译: 理斯, Sir Martin Rees)
在其所著的《最后的世

纪》(Our Final Century, 
2003 年出版)中指出: 自
从人类发明核武器以来, 
在核武威慑下, 人类战争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 自 1950 年以来, 地
球上发生过 20 次灭绝人性、超过 1 百万人死亡

的大屠杀. 事实上, 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 人类面

临的核威胁变得更加严重. 据资料统计, 目前全

世界有 31,000 多枚核武器, 只要千分之一被人盗

用, 就足以导致人类末日提早来临!31         
 
 
(D)   “和平”何处寻? 
 

根据专家统计, 自公元前 3,600 年以来, 世
界只享有 292 年的和平时期. 在这大约 5 千多年

的时期, 总共发生了 14,531 场大小争战, 死了 36
亿 4 千万人(3,640,000,000 人). 自公元前 650 年

以来, 总共发生了 1,656 宗军事武器竞赛, 当中只

有 16 宗没有以战争结束. 但其余的都落到国家

经济崩溃的下场.32 
  

人类为何没有和平? 和平何处寻? 唯一的

答案是: 接受神的救恩, 解决人的罪根! 人类自始

祖亚当犯罪以来, 普遍离弃那赐和平的神, 以致

战争充满全地. 历代以来, 许多谋求和平的努力

皆告失败, 因为正如日本著名基督徒作家内村鉴

三(Uchimura Kanzo, 1861-1930)所言: “人与人、

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必须以神人之间的和平为先

决条件; 人的罪性若不蒙神赦免, 必然施放其毒

气于人类社会之中.” 因此, 人类若不先靠主耶稣

                                                           
30   梁斐生著 , 《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 , 第
102 页. 
31   同上引, 第 103-104 页. 
32   Paul Lee Tan, Encyclopedia of 7,700 Illustrations 
(Garland: Bible Communications, Inc., 1991), 第 1571 页. 

基督与神和好 (歌罗西书 1:20-22), 也难以跟别人

和睦共处. 
 

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以赛亚书 9:6). 
他可以使信靠祂的人成为“和平之子”, 美国的雅

各.德沙哲(Jacob DeShazer)和日本的渊田美津雄

(Mitsuo Fuchida)是这方面的最佳例证之一. 两人

本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但是因着明白基督在十

架所彰显的爱, 领受了十架的救恩, 从此生命改

变, 放下仇恨, 彼此相敬, 和睦相处【请参本文附

录】. 迈尔(Meyer)贴切指出: “太阳被放在中央的

位置时, 各行星的转动就井然有序. 让主坐在生

命的宝座上时, 一切事情也会变得和谐平安.” 诚
如英国的司布真(C. H. Spurgeon)所言: “只有当和

平之君建立政权之时, 世上才有和平”(参 诗篇

46:9; 以赛亚书 2:4; 9:7). 
 

 
(E)   你该做什么? 
 

正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曾预言末世的时

候,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灾难: 原文作生产之难)的起

头”(马太福音 24:6-8).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这样的战争是“末世七年灾难”的起头. 20 世纪以

来种种战争的爆发, 证明了主耶稣在圣经中所预

言将在末世灾难时期发生的可怕战争肯定不假, 
肯定发生!  
  

既然如此, 我们该做的, 就是解决罪的问

题! 这本准确无误的圣经告诉我们, “罪”是人类

各种灾难的起因(例如叙利亚难民的悲歌都是人

类因着自私、贪权、夺利而引发的). 当人类的始

祖亚当和夏娃犯罪后, 人类因着罪的结果而面临

死亡(罗马书 6:23: “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死后

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这审判就是圣经所说

的: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

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

死”(启示录 21:8). 我们若是诚实, 就会承认自己

说过谎言, 而说谎之罪将使我们无法逃脱“第二

次的死”  —   将来可怕的火湖永刑. 
  

我们就全然无望吗? 不! 神借着圣经告诉

我们: 神是爱(约翰一书 4:16). 祂愿万人得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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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田美津雄(右)和德沙哲(左)见面时如同兄弟 

摩太前书 1:4), 不愿一人沉沦(彼得后书 3:9), 所
以祂差遣主耶稣为世人死在十架上, 偿还罪的代

价, “祂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提摩太前书 2:6),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亲爱的朋友,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

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信靠和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 你便得救, 
得享永生. 不仅如此, 圣经也预言耶稣基督会从

天降临, 救一切信祂之人“脱离将来的忿怒”(指普

世的七年灾难) (帖撒罗尼迦前书 1:10). 亲爱的朋

友, 现今越来越多的地震、瘟疫和战争, 都是将

来大灾难的预警,33 你准备好了吗? 愿你尽快信靠

耶稣基督作你的救主, 得以脱离将来地上的可怕

灾难, 以及地狱火湖的永远苦难. 
  
 
***************************************** 

附录: “仇人”变“兄弟” 
 

雅各.德沙哲(Jacob DeShazer)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美国空军轰炸队员. 日本偷袭珍珠港, 造成美军

严重伤亡. 1942 年 4 月, 德沙哲受命驾驶 B-29 轰炸机, 
前去轰炸他所仇恨的日本. 由于轰炸机燃料用尽, 他
和其他机员跳伞保命, 不幸落入日军手中. 他成为日

本战俘 40 个月之久, 期间目睹战友一个个被日军虐

待至死, 故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誓要报复.  
 
然而, 他在被掳期间读到圣经, 相信圣经所言, 

并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 信主后, 他生命开始

改变. 由于深受主耶稣在十架上的话所感动  —  “父
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路加福

音 23:34), 所以他放下仇恨, 并求神赦免那些虐待他

的人, 更是下定决心要以基督的福音来帮助日本人.  
 
1945 年 8 月, 德沙哲获美军拯救, 回国养伤. 

1948 年, 他再次回到日本, 不是带着炸弹, 而是带着

“基督的爱”与“和平的福音”去拯救日本人. 他在日本

传扬福音, 带领多人信主耶稣. 1959 年, 他迁到日本城

                                                           
33   论到叙利亚和大马士革,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 “痛
苦忧愁将他抓住, 如产难的妇人一样”(耶利米书 49:24), 而
主耶稣预言“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

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福音 24:7-8). 这里的“灾难”原
文是“生产之难”, 与耶利米书 49:24 所说的“如产难的妇人”
是一样的. “产难”是指妇人生产前会有阵痛, 这疼痛会越来

越剧烈, 预告孩子快要生了, 要快作好准备. 人绝不可忽略

此预警!  

市  —  名古屋(Nagoya)  —  一个他信主之前所轰炸的

地方, 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基督徒的教会.  
 
德沙哲把他的故事写成福音单张  —  《我是

一名日本战俘》. 结果, 这福音单张感动了 1941 年 12
月 7 日率领日本空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总指挥官 — 
渊田美津雄上校(Mitsuo Fuchida). 渊田美津雄见证道:  
“这充满和平的动力, 正是我所寻找的. 既然美国人在

圣经中找到它, 我就决定买一本圣经来读, 虽说我本

是传统的佛教徒(指神道教徒, Shintoist). 在接下来的

一周内, 我恳切地阅读这本圣经. 最后, 我来到戏剧性

的高潮  —  耶稣基督被钉十架. 我读到 路加福音

23:34 耶稣基督在面临死亡之际的祷告: ‘父啊, 赦免

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我非常感动, 我肯定我就是祂所代求的人之

一. 我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杀了许多人, 因我不明白基

督要在每一个人心中浇灌的爱. 就在此刻, 我首次仿

佛与耶稣基督见面. 我明白祂是为我的罪而代死, 所
以我祷告, 祈求祂赦免我的罪, 并把我从一位苦毒无

知的战机斗士改变成一位活出生命意义的平衡基督

徒. 那日, 4 月 14 日, 是我一生中第二个‘最值得纪念

之日’. 因为那日, 我成为一个新人. 我所憎恨、所轻

视不理的基督, 改变了我所有的人生观.” 
 
1950 年 4 月 14 日, 渊田美津于信靠基督, 并

于 1952 年成为一名传道人, 在日本和美国各地向人

传讲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 1950 年, 渊田美津雄和德

沙哲在日本相会. 下图显示这两位本是水火不容的仇

人, 见面时竟如同兄弟手足一般的亲切, 以往日本人

与美国人之间的仇恨, 完全消失在基督的爱中. 诚然, 
基督十架的爱和救恩“灭了冤仇”, 使人“与神和好”, 也
与人相和, 此乃真正“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 2:16; 
6:15).34   
 
 
 

                                                           
34   本文附录主要参考 : “从灭敌使命到救敌使命”: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从灭敌使命到

救敌使命-雅各-德沙哲 jacob-deshazer/ ; 以及“从珍珠

港到各各他”: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从珍珠港到各各他-渊田美津雄 mitsuo-fuchida/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从灭敌使命到救敌使命-雅各-德沙哲jacob-deshazer/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从灭敌使命到救敌使命-雅各-德沙哲jacob-deshazer/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从珍珠港到各各他-渊田美津雄mitsuo-fuchida/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从珍珠港到各各他-渊田美津雄mitsuo-fuch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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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5): 
 

   有平安  

   在我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 许多国家经济

遭受严重打击. 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丧失, 资产

价格下跌, 失业率与债务压力大增, 焦虑指数也

随之大升. 许多人开始忧虑, 甚至陷入忧郁. 这时, 
人需要的是平安, 一个超越生活困境的心灵平安. 
这让我想起孩童时期, 主日学老师教我们唱的一

首诗歌  —  “有平安在我心”. 
 
 这首诗歌的作者名叫安妮·墨菲(Anne S. 
Murphy, 1877-1942). 她的丈夫威廉·墨菲(William 
L. Murphy)是美国俄亥俄州富裕的陶瓷商人. 她
与丈夫一同经营的陶瓷事业非常成功, 两人同心

合意地用自己的钱财与才华在教会中服事主. 除
了具有音乐的天赋和美妙的歌喉, 爱主的安妮也

慷慨乐捐, 经常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 1908 年初, 
她写了一首诗歌 “有平安在我心 ”(Constantly 
Abiding, 注: 词曲皆由安妮所著), 歌词尽显超越

苦难环境的属天平安:  
  

1. 有平安在我心, 非世界所能赐, 
无人能够夺这平安; 
虽试炼与艰难, 有如愁云环绕, 
这平安却永在我心间! 
 
 副歌: 
永远在我心里, 耶稣属我; 
永远在我心里, 无上快乐; 
主总不把我撇弃, 慈声对我说:  
“我总不离开你”, 耶稣属我. 

 
2. 当这甜美平安, 充满在我心中, 

宛似普世向主欢颂; 
黑暗顿成光明, 愁苦顿失影踪, 
万福主耶稣何等光荣. 

3. 主赐我这珍宝, 藏在我心殿中, 
在世寄居平安融融; 
将来荣耀大日, 主必再来接我, 
回到天上荣美父家中.35 
 
后来到了 1928 年, 美国经济面临极大的

不景气, 金融风暴席卷全美, 她与丈夫经营的公

司倒闭了! 不久, 她的丈夫也因患病而离开世界. 
虽然失去了财富与另一半, 但安妮从神那里得到

平安. 主的应许安慰了她寂寞孤单的心灵, 因为

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来 13:5; 注: 
这首诗歌的副歌就引用了这句话). 相信她在弹奏

和唱出这首她于 20 年前所写的诗歌时, 内心的

孤单与伤痛得着治愈【参本文附录一: 音乐的疗

效】, 她亦经历了她在诗歌里所写的  —  “有平

安在我心!” 纵然失去世上的财富和挚爱的丈夫, 
但她更深切地体认到她在副歌所说的宝贵真理  
—  “耶稣属我”【参本文附录二】. 

 
 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

博士写道: “敝人(用于自称的谦词, 指施以诺本人)
曾经发表过一份论文《国民自杀率与国家失业

率之互动与冲击持续性: 以 1995 至 2004 年台澎

金马地区为样本》, 用以探讨台湾忧郁指数与经

济指数之

间的关联, 
结果发现

两者间的

相互影响

其 大 ( 指
经济指数

越 恶 化 , 
忧郁指数就越高). 这结果虽未出乎意料, 但也再

次由医学角度证明了经济、财务压力对大部分

的人们身心健康之影响. 然而, 却似乎仍有人虽

处在极大的经济风暴下, 依然能感觉平安. 古今

中外能够这样的人或许不多, 而这首‘有平安在我

心’的作者安妮显然是其中一位.”  
 
 主耶稣没有保证信祂的人就不会面临金

融危机或人生风暴, 但祂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享

有平安, 因为祂曾应许门徒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

                                                           
3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j7VdZ0tQw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j7VdZ0t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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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不是一昧的自我

催眠, 相信自己会一帆

风顺; 信心, 是相信自

己即便遇上人生风暴, 
也能靠主安然度过. 

 
 

安妮 (Anne S. Murphy) 

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

所赐的 .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 也不要胆怯”(约
14:27).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金融风暴或生活困境

中, 你也希望像安妮那样, 享有属天的平安与喜

乐吗? 要得着这样的平安, 就要像她那样完全信

靠与安息在主的应许上  —  “我总不离开你”(来
13:5), 并切切仰望主所

应许的再来  —  “我… 
必 再 来 接 你 们 ”( 约
14:3). 这样, 你就能经

历到安妮所说的   —  
“有平安在我心”! 36  

 
 
***************************************** 

附录一:   音乐的疗效 
 

学者科文顿(Covington)于 2001 年在一篇医

学论文中指出, 音乐在医学上实在妙用无穷! 音乐

可以辅助运用于增强药物治疗疗程的果效, 并降低

忧郁症的复发率, 因此许

多人都喜欢用音乐来作

为日常生活的抒压管道. 
其实, 不只是忧郁症病人

会有忧郁、烦躁的情绪, 
一般人也会有; 而若是遭

遇严重生活打击的人, 更
容易陷入忧郁、伤痛.  
 

在台湾辅仁大学

医学院教授“心理疾病职

能治疗学”的施以诺博士

表示, 有学者发现, 当适

当的音乐介入时, 体内会

释放内生性吗啡(endogenous opiates; 注: 吗啡有缓

解疼痛的作用), 可以达到降低肌肉张力、阻碍神

经传导径路的作用, 进而产生“止痛”的效果(Beck, 
1991). 当然, 一首曲子若是带有信仰的力量, 那么

                                                           
36   上文主要改编自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种抗忧郁

剂》(台北: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2018 年), 第 86-88 页. 也参
http://pt.fuyinchina.com/m/view.php?aid=4270 ; 
http://www.ed365.cn/a/8310.html#:~:text=这首圣诗的 ,事神

和帮助教会 , 以及本文脚注中所引用的参考资料. 

疗愈的效果必然更佳!37 以这角度来看, 正确的信仰

可说是心灵的镇定剂.    
 
***************************************** 

附录二:   再思信徒称主耶稣为“耶稣”… 
 

使徒彼得说: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

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

主, 为基督了”(徒 2:36). “耶稣”是我们的主“道成肉

身”时的名字, 所以在福音书中, 圣灵以此名称呼祂. 
但圣灵借着彼得告诉我们另一个重要真理: 这位以

色列人所藐视和弃绝的“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是父神给那位已复活、得荣耀之主的

称号, 所以信徒应该称祂为“主耶稣基督”, 或至少

“主耶稣”或“耶稣基督(基督耶稣)”. 这是对主的一

种尊敬; 正如我们来到君王或最高统治者面前, 都
不敢直呼他的名, 而是在其名加上他的称号, 以示

尊敬(注: 我们对长辈也不直呼其名, 因为这是无礼

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称呼万王之王时, 却不如此尊

重祂, 给祂应得的称号  —  “主”或“基督”?  
 
我们看见主耶稣肉身的亲弟弟雅各和犹大

如何称呼祂,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雅
1:1)和“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的弟兄犹大”(犹 1; 注: 
犹大在书中多次称祂为主耶稣基督, 参 4, 17, 21, 25
节). 在福音书中, 除了与主耶稣同荣同尊的圣灵称

祂为“耶稣”, 主的门徒通常都称祂为“主”. 但有不少

诗歌作者在歌词中称主为“耶稣”. 对此, 我们不武

断地判定他们都是对神不敬, 因为他们或许认为这

样让人对主感到“亲切”, 但我们既学了上述真理, 
就该在祷告和谈话中尽量给主耶稣祂应得的称号, 
称祂为“主耶稣”、“耶稣基督”或“主耶稣基督”. 深
信这是父神所喜悦的.  
 
编者注: 有者因“护主心切”而反对人在所有情况下

称主为“耶稣”, 理由是只有污鬼(可 1:24; 5:7; 徒
19:15)和敌对祂的人(可 14:67; 约 18:7; 19:19; 徒
17:7)才这样做. 但这论点并不正确, 因为圣经也

记载有天使称主为“耶稣”(可 16:6; 徒 1:11), 而
彼得 (徒 1:16,22; 3:13; 彼前 3:22)、约翰 (约壹

1:7; 4:3,15; 5:1,5)和保罗 (徒 13:23,33; 19:4; 罗
3:25,26; 4:25; 帖前 1:10)在上述经文也称主为

“耶稣”, 因要强调主是“道成肉身之救主”的真理.  

                                                           
37   以上附录一摘自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种抗忧郁

剂》, 第 82, 84 页. 

http://pt.fuyinchina.com/m/view.php?aid=4270
http://www.ed365.cn/a/8310.html#:~:text=这首圣诗的,事神和帮助教会t
http://www.ed365.cn/a/8310.html#:~:text=这首圣诗的,事神和帮助教会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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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 经 的 无 误 和 可 靠 (十五):   

圣 经 的 伦 理 (上):   

   地狱和苦难 
 
(A) 导论 

论到地狱, 里程正确指出, 地狱是一个又

大又沉重的题目, 常常引起争议. 它是怀疑神的

人对神忿怒的爆发点. 无神论者约翰逊(或译“詹
森”,  B. C. Johnson)说: “地狱这个观念在道德上

荒谬绝伦.” 英国著名的无神论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38也评论道: “我认为基督教的

道德品格中有个非常严重的缺陷, 那就是相信地

狱! 我不觉得一个真正非常仁慈的人会相信(有
地狱那样的)永刑.” 即便在基督徒当中, 同样有人

认为地狱的存在很难与神的慈爱协调. 那么, 圣
经中关于地狱的论述是出于神所默示的吗? 还是

出于人的凭空想象或自创?  
 
此外, 莫说死后在地狱的受苦情况, 即使

在今生, 我们已目睹世界多处充满难以言喻的苦

难. 今生的诸般苦难与圣经中的慈爱上帝岂能协

调和并存呢? 现在就让我们以圣经真理和实际经

历来思考这两大伦理问题  —  地狱和苦难.  
 
 
(B) 圣经对地狱的论述 
  “地狱”一词源自希伯来文 gê (ben / benê) 
hinnoōm , 意即欣嫩(之子)的山谷. 这欣嫩谷在耶

路撒冷南面(书 15:8; 18:16); 信奉异教的人在这

山谷祭祀, 用火将孩童焚烧, 献给他们的神祗(代
下 28:3; 33:6). 约西亚王用死人的骨头和耶路撒

冷的废物污秽了这个地方(王下 23:10-14), 这山

谷就变成了垃圾场. 由于谷中有火不停燃烧, “欣
嫩子谷”便代表地狱的不灭之火, 焚烧失丧的人.  

                                                           
38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

数学家、逻辑学家, 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 世界和平运动倡

导者, 获 1950 年诺贝尔文学奖, 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

(与 A.N. Whitehead 合著)、《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

论》等. 

 对于拜偶像和悖逆的人, 它是神审判的象

征(耶 7:31-34; 32:35). 希伯来文 gê ( ben / benê ) 
hinnoōm 这字的来源并不清楚, 它很可能是一个

人的名字. 有学者认为, 旧约圣经似乎没有清楚

分辨善人、恶人死后的归宿(旧约时代死后的人, 
无论善恶, 都下到阴间),39 虽有几处经文暗示人

死后会受到神的审判(诗 9:17; 55:15); 到了两约

之间的犹太文学, 才清楚分辨义人和不义之人死

后有不同的结局.40  
 
 里程指出, 在新约圣经中, 有两个字代表

“ 地狱 ”. 一个是  geennan ( 读作 “ 革赫拿 ”, 
Gehenna ), 是希伯来文 gê ( ben / benê ) hinnoōm 
(即“欣嫩谷”或“欣嫩子谷”)的音译, 代表一个惩

罚恶人的炽热之处, 一般译本都把它译作“地狱”
或 “ 地狱之火 ”( 太 5:22,29,30;  10:28;  18:9;  
23:15,33;  可 9:44,46,47;  雅 3:6). 另一个形容“地
狱”的字是希腊文动词 tartaroō (读作“塔塔若”, 
tartaroō ), 被译为“扔在地狱”或“扔落阴冥地区

(lower regions)”; 这是一个古希腊字, 用来形容永

远刑罚之所. 这字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一次, 即 
彼后 2:4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

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地狱和天堂是相对应的. 天堂是指神的居

所(申 26:15;  王下 8:39;  太 6:9), 是耶稣基督升天

                                                           
39   阴间(希腊文: hadês ; 希伯来文: she’ôwl )是人死后

灵魂的去处(如拘留所). 旧约信神的义人或不信神的恶人

死后都到阴间(例如: 义人雅各和约瑟到阴间, 创 37:35; 而
恶人也到阴间, 诗 9:17). 到了新约时代, 主耶稣复活之后, 
信徒(基督徒)死后都到天堂与主同在(腓 1:23). 根据 弗 4:8-
9, 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主复活升天时, 把阴间里所有的“义
人”(信靠神之人)都带到天上去, 留下所有的“恶人”还在阴

间, 直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 阴间要交出所有的死人(启
20:11-13; 指所有已死的恶人). 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 
所有恶人被丢在火湖里(启 20:13-15), 这里所指的火湖就是

本文所谓的“地狱”了. 简之, 阴间与地狱是有区别的, 阴间

犹如宣判罪刑前的拘留所, 监狱则是宣判罪刑后的监狱. 关
于这方面, 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阴间与地狱有何不同-主死而复活前去了阴间/ ; 也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弗 4 章 8-10 节的升

上和降下是指什么/ ; 也参本文附录(阴间). 
40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香港: 福
音证主协会, 1995 年), 第 534-535 页; 转载于 里程著, 《神

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

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483-484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阴间与地狱有何不同-主死而复活前去了阴间/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阴间与地狱有何不同-主死而复活前去了阴间/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弗4章8-10节的升上和降下是指什么/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弗4章8-10节的升上和降下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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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来 4:14), 也是基督徒离世后与耶稣基督永

在一起的地方(约 13:2-3;  腓 1:23). 相比之下, 地
狱则是大审判中被定罪者的最终归宿. 根据里程, 
圣经用不同的比喻来形容这个地方:  
 
a) 火炉、永火、永刑 (太 13:42,50;  25:41,46) 
b) 外边的黑暗、哀哭切齿的所在 (太 8:12) 
c) 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 (太 25:41) 
d) 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祂权能的荣光 (帖

后 1:9) 
e) 永远受苦之处 (启 14:10-11) 
f) 火湖、第二次的死(启 21:8)41 

 
不过 , 所谓的“普救主义”(普世得救论 , 

Universalism)认为所有的人最后都会自动得救 , 
所以普救主义者常否认地狱的存在. 普救主义者

认为他们有圣经的依据, 因为整个宇宙终将在基

督里达到完全(弗 1:10; 西 1:20). 可是在这方面, 
他们错误地解释了圣经.  

 
首先, 弗 1:10 说: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

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

督里面同归于一.” 请注意, 这节的“同归于一”并
不是“合而为一”【注: “合而为一”在希腊文是 
heis {G:1520}, 约 17:21,22】. 弗 1:10 的“同归于

一”在希腊原文是动词 anakephalaiomai {G:346}, 
乃是一个复合动词, 由介词(preposition) ana (意
即“在…之中”) 和动词 kephalaioô {G:2775}(意
即“第一要紧的、重点、精意”)复合而成; 而希腊

动词 kephalaioô {G:2774}乃源自名词 kephalê 
{G:2776}(意即“头、首”, head ). 因此, “同归于

一”可直译为“以… 为首”, 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 都以基督为首, 让基督作头带领和管治. 
 
再者, 保罗在 西 1:20 说: “既然借着祂在

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祂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普救

主义者说, 既然万有都借基督在十架所成就的救

赎工作而与神和好, 当然就没有地狱了. 但请留

意, 保罗在此所说的“叫万有与神和好”并没有包

括“地底下的”  —  地狱的魔鬼、堕落的众天使和

                                                           
41   里程认为用来形容地狱的比喻包括“无底坑”(启
9:1,11), 但不少圣经学者对此观点感到质疑, 认为无底坑与

地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灵魂失丧的人【请比较保罗在 腓 2:10-11 所说的: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

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

归与父神”】.  
 
陈终道也指出, 这里的“万有”不包括天使

(堕落的天使们), 因为 来 2:16 清楚表示神“并不

救拔天使”. 同理, 这里的万有也不可能包括那些

拒绝接受神救恩的人, 因为 约 3:16-18 明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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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祂的人, 不被定

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

的名.” 
 
还有人认为, 地狱是永远存在的, 但其中

的人不一定永远存在 , 他们可能因刑罚而“死
亡”(指消灭、不再存在了); 或者, “地狱的刑罚”
并不一定是永不止息的. 针对这一类说法, 里程

解释说, 这些说法显然是缺乏圣经依据的. 新约

圣经中, “永生”、“永火”、“永刑”的“永”一词, 是
同一个希腊字 aiônios (意即永永远远). 如果“永
刑”的永远刑罚是有限期的, 那“永生”的永远生命

也缩短了! “缩短”或“有限期”的永生还叫永生吗? 
若说受“永刑”的人可能到了某个时间便会“死
亡”(指消灭, 不再受刑), 那岂不是说, 得到“永生”
的人(得到救恩的人)同样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停止

享有生命吗? 
 
主耶稣清楚宣告: “这些人要往永(希腊文: 

aiônios )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 (希腊文 : 
aiônios )生里去”(太 25:46). 显然, 这些人要承受

永远的刑罚, 即“永刑”是对这些人而言的. 如果

“这些人”只是到了一个有永刑的地方, 而他们自

己则“死亡”了(有者说他们“消失”了), 这个刑罚

对他们来说怎能算是“永刑”呢? 同理, 如果“那些

义人”仅仅是到了一个有永远生命的地方, 但他

们自己则早晚会“死亡”, 请问, 他们得到永生了吗?  
 
但以理书 12:2 说: “睡在尘埃中的, 必有多

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
的.” 启 20:10 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

的火湖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

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圣经的启示告诉我

们, 地狱是永远的, 在地狱被刑罚的恶人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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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Templeton 

“死亡”(消失)的. 鲍威尔(Ralph E. Powell)一针见

血地评述道:  
 

普救派、死后灭亡论, 和死人还有第二次

悔改机会的教训等, 使人听起来很有吸引

力, 但都是错误的. 地狱的教义, 不论对于

人自然的理性或情感是何等地难以接受 , 
我们总要记着, 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准则. 
圣经清楚地说, 地狱是可怕而永恒的. 教会

(召会)若是拒绝或忽视这个真理, 便会在她

属灵的健全和使命上, 带来严重的恶果.42 
 
 
(C) 对地狱教义的质疑与回应43 
 有关圣经对地狱的教义, 人们对它最大的

责难, 就是指责神太残忍  —  叫人在地狱里没完

没了地遭受酷刑. 这点遭

受很多人的反对, 例如葛

培理(Billy  Graham)之前

有位同工名叫坦布尔顿

(或译: 坦布林顿, Charles 
Templeton). 他义愤填膺

地质问道: “我连把一个

人的手拉到烈火上烧片

刻都办不到, 就是瞬息也

不行! 一个慈爱的神怎么能永远折磨你, 就只因

为你不服从祂, 不按照祂的吩咐办事. 祂不让你

当下就死, 而是要你永远受那种痛苦? 连罪犯都

不会做这样的事!” 坦布尔顿的话, 听来振振有词, 
正义凛然. 可惜, 他这短短一段话, 有两个错误. 
一个是概念的错误, 另一个则是前提的错误. 
 
 (C.1)   概念的错误 
 坦布尔顿指责神“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这
是概念的误用. 对人来说,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是绝对错误的. 如果一个人要别人事事只能顺着

他, 否则就严厉惩罚, 那么, 他就是刚愎自用, 专

                                                           
42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 第 536页; 引
自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第 486-487 页. 
43   这一部分的讨论, 主要取材于史特博(Lee Stroble)
对莫尔兰德(J. P. Moreland)、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
等学者专家的采访, 载于 L.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为何说

‘不’? —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2 年), 第
32-58, 162-181 页; 其他引文或别的来源, 将另行注明. 

横霸道, 暴虐无道, 因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有

罪的、会犯错的 . 但是 , 神是公义、圣洁、慈

爱、良善、信实的, 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祂永远不会犯错. 因此, 神对人采取“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原则, 是为着人的最大利益, 也是神

慈爱和公义的彰显, 是完全正确合宜的, 是毫无

可责之处的. 坦布尔顿把那只适用于人的道德标

准硬套在神的身上, 是犯了概念、范畴的错误. 
 
 (C.2)   前提的错误 
 其次, 坦布尔顿指责神对地狱里的人施以

酷刑, 让他们永远经受烈火的灼烧. 针对此事, 不
少圣经学者认为 , 圣经在这方面所用的词   —  
“不灭的火”  —  是比喻, 而不是真正的火. 里程指

出, 那些“以为地狱是神对人施刑的地方”, 这前提

是错的. 里程解释:  
 

“地狱是神对人施以酷刑的地方”的念头

在人们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 笔者小时候

去过城隍庙, 看见许多人在阴间受苦(抱火

柱、下油锅等)的泥塑, 印象极深, 至今历

历在目. 也许, 坦布尔顿(或译: 坦布林顿)也
是如此. 但是, 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 “不灭

的火”、“不死的虫”, 只是比喻. 道理很简

单: “圣经形容地狱一片黑暗, 若有火焰, 那
怎么可能呢? 火焰会把东西都照亮了. 

 
 鲍威尔也指出: “我们不应当把地狱的观

念和特征局限在被虫咬、受鞭打、被火烧等物

质的范畴内. … 圣经对地狱的描述, 或许都不过

是比喻和象征, 但这些象征所表达的, 却远不及

实际情况的万分之一.”44 
 

“不灭的火”、“不
死的虫”是比喻、象征, 丝
毫不意味着地狱并不可怕. 
美国圣经学者莫尔兰德(J. 
P. Moreland)45精辟地指出:  

                                                           
44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 第 534页; 引
自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 第 488-489页. 
45   莫尔兰德(J. P. Moreland)有广阔的学术背景. 他攻

习过科学(他是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大学的

化学学士), 有渊博的神学知识(他在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硕士学位), 亦是个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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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基本上是一种表示关系的设置. 圣
经说的地狱, 是与世界上最美的存在者(the 
most beautiful being)  —  上帝本身  —  分
离 (separation), 或从祂的身边放逐出去

(banishment); 也就是与任何重要事物, 和所

有宝贵的东西隔绝的地方; 不仅与上帝, 而
且与所有认识神和爱神的人隔绝. … 地狱

是刑罚 — 但不是施刑, 不是拷打. 地狱的

刑罚是与神分离, 带来羞辱、苦恼和悔恨. 
 
 鲍威尔也指出 , 虽然地狱不是按字面意

义、实实在在地被虫咬、被火烧, 但这绝不表示

地狱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可怕和严重. 事实上, 其
可怕和严重远超上述比喻所能形容的:  
 

从根本上说, 没有任何情况比与神隔离、

被恶心折磨更坏更糟. 对身在地狱的人来

说, 地狱之所以为地狱, 主要是因为他们与

神为敌; 与神为敌的结果, 必然是和人疏远. 
人所要受的苦, 没有比这种刑罚更大的. 与
神永远地完全分离, 又与周围的人彼此仇

视; 这种情况的另一个恶果, 就是敌视自己  
—  被罪疚和羞耻撕裂内心. 地狱是什么呢? 
地狱就是与神、与人、与自己完全的冲突.  

 
 常听人说 , 
惩罚一个人, 最残

酷的手段莫过于将

他与世隔绝. 可以

提供给他最优裕的

起居、饮食条件、

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但就是不让他与外界、与他人有任何接触. 过不

了多久, 此人的精神就会完全崩溃. 一时的与人

隔绝都让人难以忍受, 那么, 永远与至善至美的

神隔绝、与神的爱隔绝、与爱神的人隔绝, 将是

何等沉重、可怕的刑罚和折磨啊!  
 

“为什么仁慈的神忍心把人推入地狱受苦

呢?” 这是另一个常被反对者或怀疑者反问的问

题. 其实, 人去地狱不是被神推进去的, 而是人自

己要去的. 当初,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建国的时候, 
并未一开始就设立监狱; 他们宁愿建立一个没有

监狱的国家. 但后来他们被迫设立监狱, 因为人

们犯罪. 地狱也是这样来的. 地狱并不是神最初

创造的一部分; 甚至, 地狱一开始并不是为人设

立的(而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太 25:41). 
悖逆神的人去地狱, “是神退一步的立场”, 因为他

们选择了背叛神, 拒绝神为他们设计的最好生活, 
放弃了神为他们设立的生存目标. 犯罪后的人, 
是有罪、污秽、黑暗的, 而神是无罪、圣洁、光

明的, 二者不能相交、相通(林后 6:14). 人的罪把

人与神隔开, 有罪的人不能、不敢见神.  
 
人犯罪后, 成了罪的奴隶, 无法摆脱罪的

辖制; 公义的神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 34:7). 
由于神爱世人爱得如此深切, 以致祂将自己的独

生子耶稣基督献出, 为世人代死. 耶稣基督为世

人担当了罪孽, 被钉在十字架上. 神为人付出这

样昂贵的代价, 但对世人的要求并不高. 神只要

他们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罪, 接受基督的救赎. 
人只要做到这一点, 他们的罪就会被耶稣基督的

宝血洗净, 就能重新与神和好, 成为神的儿女. 如
果人连这样的恩典都不要, 神也只好尊重他们的

选择, 让他们到一个不能见神的地方  —  地狱  
—  去了. 这能怪神不爱他们吗? 正如一个患心脏

病的人去看医生. 医生诊断他的心脏已经坏了, 
必须作换心手术. 而且, 医生愿意舍自己儿子的

命来拯救他, 主动将自己儿子的心脏取出来给他. 
但是, 病人拒绝治疗, 不久便死去. 显然, 没有人

会责怪医生没有爱心. 但是, 为什么却有人因有

人去地狱而责怪神呢? 
 
一些反对地狱的人说, 有人生前作恶多端, 

死后进地狱是罪有应得; 不过有人生前品行还不

错, 因为不信神, 死后也到地狱受同样的痛苦; 不
按罪行的轻重量刑, 怎能体现神的公正呢? 首先, 
神的道德观与人的道德观是不同的. 在人看来, 
一个人信不信神是“个人方面”的选择, 是小事一

桩; 只有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才是大罪. 不过, 
从神的角度看,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

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太 22:37-
38). 因此, 在神眼中, 讥笑、辱骂、不信、不爱真

神是最大的罪. 第二, 人去地狱, 是因为人有罪. 
不管什么样的罪, 是大罪还是小罪, 只要没有被

洁净, 就都不能见神, 而洁净罪的唯一方法是凭

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好比人得了癌症, 不论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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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益师 (C. S. Lewis) 

么类型、长在什么部位的癌, 如果不被根治, 人
都会死亡一样. 第三, 圣经说: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

终不悔改, 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 说: “哥拉

汛哪,你有祸了! 伯赛大啊, 你有祸了! 因为

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

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

们,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
你们还容易受呢!  迦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

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

的异能, 若行在所多玛, 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

的, 比你还容易受呢! (太11:20-24)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顺

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惟有那不

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

多要. (路12:47-48)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

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
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

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

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启 20:12-13) 

 
 这些经文显示, 在地狱中, 刑罚的程度会

因各人所犯的罪行不同而有所分别; 神会公正断

定刑罚, 也只有神才能够判定.  
 
 
(D)  为何神不消灭在地狱里受苦的人? 
 还有人问: “为什么神不让那些去地狱受

苦的人, 在受刑罚后死亡(指消灭、不再存在)呢? 
这总比让他们永远在地狱中受苦更‘人道’吧?” 出
乎意料, 莫尔兰德的回答正好相反, 他说: “不管

你信不信, 永久与神分离在道德上比消灭人更优

越.” 莫尔兰德解释其意时指出, 人是神按照自己

的形像和样式造的, 神赋予人自由意志; 神不强

迫人(指强迫人信靠顺服祂). 人可以自己作决定, 
人可以选择顺服神, 也可以选择悖逆神. 神也尊

重人的选择, 允许人对祂说“不!”  
 

 然而, 人也必须对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后

果承担全部责任. 神允许拒绝祂的人在一个与祂

隔绝的环境中生活, 正体现了神对他们及他们选

择的尊重. 如果神把他们消灭, 唯一的好处是: 不
使他们受永远与神隔绝之苦, 但却没有体现神对

他们自由意志的尊重. 莫尔兰德的结论是: “记住, 
地狱永远是人类尊严和人有自由选择之价值的

纪念碑(monument). 它是个隔离区(quarantine), 神
在那里宣布两件重要的事: (1) 我尊重自由选择

(freedom of choice), 所以我不强制人; (2) 我十分

重视有我形像的人类(my image-bearers), 所以不

会灭绝他们.”46                                                                                                                                                                                                                                                                                                                                                                                                                                                                                                                                                                                                                                                                                                                                                                                                                                                                                                                                                                                                                  
 
 里程认为, 除此之外, 地狱还是彰显神荣

耀的纪念碑. 神的救赎只是过程, 而非终极目标. 
天堂是那些愿意接受神的救恩、其罪被基督宝

血洗净的人与神同在的地方, 彰显着神的荣耀(指
神的慈爱与公义方面); 地狱则是那些拒绝神的救

恩、仍被罪污染的人居住的、不得不永远与神

隔绝的地方, 同样彰显着神的荣耀(指神的圣洁与

威严方面). 
 
 
(E) 天堂的人不会为地狱受苦的人悲伤吗? 
 有的人心中还有

一个结: “如果天堂是个

没有眼泪的地方, 那么怎

么会有一个永久的地狱

和天堂同时存在呢? 上了

天堂的人难道不会为在

地狱受苦的人悲伤吗?” 
莫尔兰德的回答如下:   
 

鲁益师(C. S. Lewis)说, 地狱对天堂没有

反对权. 他的意思是说, 天堂里的人不会因

为他们有意识地察觉到地狱而失去享受天

堂生活的权利. 如果他们不能享受, 那么地

狱对天堂就具有反对权.  
 
要记住, 人的心灵宽阔, 可以拥有不受干

扰的喜悦感、幸福感、爱心和喜乐, 同时

也可以有对别人的悲痛和哀伤感. 这在一

                                                           
46   Lee Strobel, The Case for Fait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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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 (Epicurus) 

个人的生命中不是矛盾的, 而是他品格成

熟的标志, 使他能同时处在这些状况中. 
 
 
(F)   回到人的受造本位  
 用伦理问题质疑或责难神的人, 有的是由

于不太明白圣经的教训, 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的立

足点错了. 里程评论道: “对于后者, 他们似乎比

造物主更睿智, 常常觉得神还不如他们聪明能干; 
他们总把自己看作义人, 甚至是比神更公义的人, 
故可以站在比神更高的地位上指责神的不义.” 
 

里程举个例子, 那位因地狱的存在而说神

不慈爱的坦布尔顿 (或译 : 坦布林顿 , Charles 
Templeton)曾表示, 是《生活画报》的一张照片

改变了他的信仰: “那是北非一个黑人妇女的照

片. 那地方正经历一场苦旱. 她怀里抱着她死去

的婴儿, 用极其绝望的眼神仰首望天. 我看着照

片心里在想: ‘当这个女人不求别的、只求下雨的

时候, 你还能相信世上有个慈爱和关心人的造物

主吗?’ ” 坦布尔顿曾是美国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的亲密同工(也曾与他一同传道), 正是这

张照片, 使他从传道者变成怀疑论者.47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

鸠鲁 (Epicurus, 主前 342-
270 年)曾这样说: “不是神

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 就是

祂能够却不要, 或者祂不能, 
也不要. 如果祂要而祂不能, 
祂就是无能. 如果祂能而祂

不要, 祂就是失德. 然而, 如
果神既能而且又要, 那么世

上何以还有邪恶呢?”  
 
里程指出, 伊壁鸠鲁的这番话, 逻辑严密, 

似乎无懈可击. 古往今来, 它被许多人奉为至宝,  
被当成否定神的“杀手锏”. 坦布尔顿恐怕也是其

中之一. 当人洋洋得意地用自以为高明的哲学来

刁难神的时候, 神一定会在天上发笑. “那坐在天

上的必发笑; 主必嗤笑他们”(诗 2:4). 神是宇宙的

创造者. 地球在宇宙中比一粒灰尘还小, 其上如

蝗虫的人又算得什么呢? 人的智慧算什么呢?  
                                                           
47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 第 494页. 

当约伯遭遇苦难, 百思不解而埋怨神时, 
神向约伯发出至少 84 个问题(约伯记第 38 至 41
章):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
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

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

吧! … 你曾进到海源, 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

吗? …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在于何

处? … 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 尘土聚集成团, 
土块紧紧结连 ; 那时 , 谁能倾倒天上的瓶

呢? … ”(伯 38:2-4, 16, 19, 37) 
 
 从约伯记 38 章, 我们读到耶和华以造物

主的身分, 以诗一般的语言向约伯提出的众多问

题, 岂是一个智慧有限的受造之人所能解答的呢? 
请注意, 神始终没有直接回答约伯提出关于苦难

的问题. 然而, 约伯却从神所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中, 彻底领悟到神那深不可测的智慧和人那浅薄

有限的智力. 这样的领悟改变了他先前的态度和

看法; 他先前因自己受苦、百思不解而向神埋怨, 
但如今他为此深感羞愧、懊悔, 并对神说: “我从

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 42:5-6). 难怪保罗会激

动地对质问神的人说: “你这个人哪, 你是谁, 竟
敢向神强嘴呢?”(罗 9:20). 里程希望现代人也能

有约伯、保罗这样的大觉大悟.48 
 
 苦难问题是一

个奥秘, 也一直是基督

信仰面临的一大挑战. 
里程指出, 即便从人的

角度看, 伊壁鸠鲁和坦

布尔顿“用苦难的存在

来否定神”的观点 , 也
是颇为偏激和轻率的. 彼得·约翰·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解释说, 邪恶的存在, 是对神有力的

证据. 他从两个角度回应坦布尔顿的挑战:  
 

如果坦布尔顿对这件事(北非黑人妇女求

雨的照片)怒不可遏的回应是正确的, 那就

得预先假定善恶之间有区别. 他用善的标

准去评判恶  —  十分正确地说, 这些可怕

的苦难实在不应该存在, 意味着他有一个

                                                           
48   同上引, 第 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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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教授 (Richard Lee) 

什么才是对的观念… ; 因而就有了一个称

为“至高的善”的存在, 而这个至高的善正

是神的另一个名称. … 如果没有神, 我们从

哪里能得到善的标准, 用它来判断邪恶是

恶的呢? 
  
另外, 如果没有造物主, … 那么一切都是

进化的结果. 如果没有开始, 也就是没有第

一因, 那么宇宙必然一直存在. 也就是说,  
宇宙一直进化不息, 经历了一个无限长的

时间才到现在, 万物应该完美无疵. 进化这

个过程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使之完美的)使
命, 恶也应该已经消灭. 然而现在仍然有

恶、苦难和瑕疵存在  —  这就能证明无神

论者的宇宙观错了.  
 

苦难不是神创造的. 人犯罪是苦难存在的

一个重要原因. 始祖的悖逆, 不仅人被咒诅, 而且

整个受造界都受牵连, 被迫服在虚空之下(创 3:14 
– 19; 罗 8:19-20). 不独战争、杀戮、强暴、不法

等人祸 , 直接是世人的罪性所至 , 就是气候异

常、洪水肆虐等天灾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也不

无关系. 人自己酿出了苦果, 不但没有丝毫自责, 
反而嫁祸于神, 这就是人的良善、人的公正吗?! 
尽管如此, 神并没有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 祂道

成肉身, 进入了这个世界, 进入了整个苦难. 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 担当了有史以来人类所

有的罪孽和痛苦. 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苦难, 一
切信祂之人将最终彻底地脱离苦难.  

 
神应许说: “神要搽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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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21:4). 神没有在现今除掉一

切邪恶, 是因为时候未到, 因为神对人的怜悯, 希
望更多的人有悔改的机会: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

就, 有人以为祂是躭延; 其实不是躭延, 乃是宽容

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 如果神决意在今天将世界的所有邪恶全部

清除, 试问, 到了明天, 这世上还有谁活着呢? 这
些道理是来自至高神的启示, 是伊壁鸠鲁、坦布

尔顿的逻辑、哲学完全无法了解的.  
  

神不仅自己进入了人间的苦难, 祂也带领

信祂之人进入人间的苦难. 台湾著名资讯科学家

与作家李家同教授(曾任台湾静宜大学校长)到过

印度的加尔各答 (Calcutta) 探访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1910-1997)所创办的“垂死之家”, 
并在那里做了两天义工. 他过后记录自己的经历

时, 评述道:49  
 

“虽只有两天, ‘垂死之家’的经验使我终生难忘: 
我忘不了加尔各答街上无家可归的人; 
我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用杯子在阴沟里盛水喝; ...   
 
我忘不了人的遗体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 野
狗和乌鸦随时会来吃他们, 暴风雨也会随时来淋

湿他们. 他们的眼睛望着天; 
我忘不了垃圾场附近衣不蔽体的穷人, 他们与野

狗和乌鸦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人类应有的任何一

丝尊严. 
   
可是我也忘不了德蕾莎修女两手合一的祝福, 和
她慈祥的微笑; 
我更忘不了修士修女们无限的爱心和耐心; 
我忘不了修士修女们过着贫穷生活时心安理得

的神情; 
我忘不了那么多的义工, 什么工作都肯做; 
我忘不了那位日本义工单腿跪下握住乞丐双手

的姿态. 虽然我看见了人类悲惨的一面, 但我从

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善良的人.  
   
… 她们感动了多少

人, 多少人因此变得

更加善良. 我应该就

是其中的一个.”50 
 

为什么最贫困

者对神的信赖是那样

单纯和执着? 为什么

每天身处世界最痛苦、最黑暗角落的修士、修

女们会越来越爱耶稣基督? 然而, 为什么有人却

仅仅因为在画报上看见一张受苦人的照片就拒

绝和否定基督? 为什么同样是一双仰望苍天的凄

苦眼睛, 有人恨不得永远留在受苦人当中服事, 
有人则怒不可遏地远离基督而去? 对于此事, 克
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的见解是一针见血的:  

                                                           
49   同上引, 第 500, 502页. 
50   李家同著, 《让高墙倒下吧》, 转载于上引书, 第
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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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 我们生活在舒适的温室里, 我
们以旁观者的身分袖手旁观痛苦, 把它看

作哲学上的谜, 或是神学问题. 这是错误的

观察方法. 对付痛苦之道是进入痛苦, 和它

合而为一, 然后你才能从它那里学到东西. 
事实上, 这一点极其重要. 因着世上有苦难

而反对神的人, 大部分是来自生活相当舒

适, 并非身处其境的观察者. 真正吃苦受难

的人, 十之八九反而因患难成为更坚强的

信徒. 
 

值得一提的是, 克雷夫特的办公室门上贴

有一幅漫画, 画中有两只乌龟. 一只乌龟说: “有
时我想问神, 在祂能有所作为的时候, 为什么准

许贫穷、饥饿和不公不法存在(意即神有能力却

不去消灭贫穷、饥饿和不法). 另一只乌龟说: “我
害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意指人类无可推卸自己

的责任, 因为如果世上富人都捐钱救济的话, 是
足以消灭贫穷和饥饿; 世上掌权者都秉公行义的

话, 是可以消灭不法的事). 
 
中国大陆于 2003 年推出一部反映香港回

归的电视连续剧《归途如虹》. 当有人劝告香港

的一名女记者在报导中要客观, 而不要感情用事

时, 她回答说, 一位摄影师用了 20 分钟的时间捕

捉镜头, 拍下了一

幅震撼人心的作

品“绝望”: 一只秃

鹰正俯冲下来啄

食一个垂死的女

孩. 他够客观了吧; 
但是, 他是完全可

以冲上去, 救出那

个女孩的…  
 

 
(G)  总结 

里程在总结时指出, 对于那些因着苦难和

地狱而非难或责难神的人, 如果他们能走出学

术、哲理的象牙塔, 走进实际的苦难, 他们就不

再会得出偏激、方便或草率的结论了. 置身苦难

之中, 不但会看到邪恶, 也会看到良善; 不但能品

尝痛苦, 也能得到慰藉. 因为, 哪里有苦难, 哪里

就能经历神的同在; 哪里有苦难, 哪里就会出现

爱神之人的身影. 

  最后, 里程在结束前中肯地写道: “笔者诚

挚地希望, 那些因苦难、地狱而怀疑、责备、拒

绝、否定神的人, 能回到自己的本位: 承认自己

是渺小、无知的受造物, 不要再向造物主强嘴; 
坦陈自己是亟待拯救的罪人, 不要再在救赎主面

前自以为义. 只有这样, 他们才可能得到神的恩

典.” 求主施恩, 怜悯这样的人.51 
 
 
***************************************** 

附录:   阴间是什么? 
 

阴间的希腊文是 hadês , 这词在新约圣经中出

现 10 次, 9 次译作“阴间”, 1 次作“阴府”. 在字源上, 
hadês 意谓“看不见”, 用以表明死后灵魂居住的所在 
(肉眼所“看不见”之处). 新约希腊文的 hadês 一词与

旧约希伯来文的 she’ôwl (或简写作: Sheol )几乎同

义. 两者原来的意义, 都同指一个在幽冥中(伯 38:17)
的黑暗所在(伯 10:21,22). 由于 hadês 和 she’ôwl 两个

字都与死亡有关(创 37:35; 箴 5:5; 7:27), 它们也可象

征“坟墓”或“死亡”. 
 

人不论善恶, 都会往阴间去(诗 89:48). 义人死

后会去阴间, 例如雅各(创 37:35; 42:38; 伯 14:13-15).  
但在新约的恩典时代里, 信主的人 (基督徒) 死后, 灵
魂却直接上天堂, 与主同在 (林后 5:8; 腓 1:23), 所以

没有下到阴间(这也应验了 太 16:18所说: “… 我要把

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她.”) 
灵魂在阴间里仍有知觉 — 能够对话、回想、关心, 
并感到痛苦 (路 16:24,25,28,31, 也参 结 32:21).  
 

我们留意到财主死后下到阴间(路 16:23), 正
如其他一切恶人(不信神的人)一样(诗 9:17; 伯 24:19). 
由于旧约指出义人死后也到阴间(例如雅各, 也参 伯
14:13-15), 所以亚伯拉罕也必在阴间. 路 16:26 表明在

义人和恶人“之间有深渊限定”, 彼此不能通往, 所以

我们可合理地总结: 阴间可分为两个部分(part), 范围

(region), 或状况(condition), 即义人的部分(也称“乐
园”)和恶人的部分 — 义人得安慰(路 16;25), 恶人受

痛苦(路 16:24,25). 正如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有两

部分  — 皇家宫殿 (royal palace)和国家监狱 (state 
prison), 虽都处于同一个塔里, 但这两部分是有天渊

之别. 
 

                                                           
51  上文改编自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

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483-5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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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弗拉尼根(Jim Flanigan) 
 

约 瑟 和  

马 利 亚 
 
(A) 马利亚的丈夫  —  约瑟  

(太 1:16-25;  2:19-23) 
  

四福音书的美好故事都以约瑟的事奉作

为开始和结束. 开始时是住在拿撒勒的约瑟(太
1:16), 他是加利利人, 是一名穷木匠. 结束时是住

在亚利马太的约瑟(约 19:38),52 他是犹大人, 是一

名富有的犹太公会成员(即犹太议会的议员). 他
们两人都在神所安排的正确位置, 在正确时间, 
正确情况下, 蒙神使用, 成就重要的事. 
 
 作为木匠的约瑟没有被马可提及, 仅被约

翰简略带过. 我们只能从马太和路加的福音书中

得知关于约瑟这个人. 马太福音首两章记载了五

个梦, 其中四个是约瑟的梦. 约瑟看来是一个静

默寡言, 诸多思考和多方忍耐之人, 而马太说他

是个“义人”(太 1:19). 
 
 新约圣经首

次论及这位约瑟时, 
介绍他为 “马利亚

的丈夫 ”(太 1:16). 
当马利亚还是童贞

女时, 就怀了孕(注: 
那时她已许配了约

瑟, 只是约瑟还没迎娶她), 而约瑟这位义人在思

索是否要取消他们的婚约. 他“想要暗暗地把她

休了”(太 1:19), 意即他要暗地里给她休书, 把对

妻子马利亚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神让他发了一个异梦. 神在梦中借天使向

他保证 , 马利亚所怀的胎是一个出于神的“神
迹”(而非与别的男人亲密接触的结果). 马利亚将

成为弥赛亚的母亲. 这对约瑟而言是需要勇气去

面对的. 他要面对许多的误会, 与马利亚一样. 尽

                                                           
52   亚利马太(Arimathea)是犹太地的一个小镇, 位于

地中海旁的约帕(Joppa)东边. 

管如此, 约瑟安静地接受神的安排, 最终把马利

亚带到伯利恒. 那时, 伯利恒小镇挤满了人, 客房

也都满了. 虽然如此, 马利亚生产时, 忠心安静的

约瑟在旁陪伴与协助, 婴孩耶稣基督平安出生, 
过后被人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路 2:7).  
 
 神的使者较后

在约瑟的梦中 , 吩咐

他带着孩子(主耶稣)
和祂的母亲逃到埃及, 
脱离恶王希律对孩子

的追杀. 过后, 神又在

梦中启示, 吩咐他带着家人离开埃及, 回到以色

列地去. 无论如何, 为了逃避当时作王的希律之

子, 神又用了一个梦, 指示他去到加利利境内, 住
在拿撒勒那里. 正因此故, 我们可称颂之主虽在

犹大地的伯利恒降生, 过后却被人称为“拿撒勒

人耶稣”. 
 
 福音书

记载主耶稣 12
岁时上耶路撒

冷 , 而祂肉身

的父母 ( 约瑟

和马利亚)与祂失散多达三天, 过于才在圣殿里找

到祂(路 2:42-49). 这重要事件之后, 圣经再也没

有记载任何关于约瑟的事迹与事奉了. 根据这点, 
许多学者认为约瑟在主耶稣年少时就离开世界. 
无论如何, 约瑟留下一个身为义人的美好见证, 
也完成了神交托给他那短暂与安静的事奉. 
 
 

(B) 怀孕的童贞女  —  马利亚   
(太 1:16-25;  路 1:46-56;  2:19,33-34) 
 

 
(B.1)   马利亚的言语 (Her Sayings) 
(太 1:16,18-25; 路 1:26-38) 
 
新约圣经中至少有六个女人名叫“马利

亚”(Mary). 这六人中无一人名副其实, 因这名的

意思是“苦味”(bitter), 但这六个女人都散发出特

定的“甜美”(sweetness). 在这六个女人当中, 主耶

稣肉身的母亲马利亚是第一个被论及的. 我们可

从三方面来看这位蒙神悦纳的拿撒勒闺女.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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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 (sayings) 、她的歌颂 (song) 、她的静默

(silence)三方面都显露她品格的美丽.  
 
关于马利亚所说的话, 福音书只记载五次. 

她有两次向天使利百加说话, 两次向主耶稣说话, 
而最后一次是向迦拿婚筵的众仆人说话. 

 
天使告诉童贞女马利亚, 她要怀孕生子. 

她问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路
1:34). 马利亚这道问题流露出她那如孩童般的单

纯. 撒迦利亚也曾向同一位天使发问, 但马利亚

的问题不像撒迦利亚那样出于不信. 她的问题单

纯是像孩童发问那样, 是要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

做? 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天使进一步指示她. 她
要成为弥赛亚的童贞女母亲. 童贞女母亲(童贞女

会怀孕生子)? 她家乡拿撒勒的人肯定不信此事, 
一定会产生误会、诽谤、暗讽、曲解和责难. 尽
管如此, 由于这是神的旨意, 马利亚以美丽的顺

服之心回答道: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

就在我身上”(路 1:38).  

 
当主耶稣 12 岁时, 我们听见马利亚再次

说话. 马利亚和约瑟上耶路撒冷, 回途中才发现

主耶稣没在人群当中. 他们焦急地找了三天, 结
果在圣殿里找到祂. 马利亚问了一个历代以来忧

伤的圣徒所发的问题 : “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

呢?”(路 2:48). 这是一个因茫然困惑而发出的问

题. 向神发问“为什么”并没有错. 在我们的悲伤时

刻, 我们可能谦卑地问神为什么向我们这样做, 
但我们却不可置疑祂的主权(注: 我们要相信和接

受神有绝对的主权行事, 并且祂所行的一切事必

按公义的根基和慈爱的理由, 参 诗 145:17). 
 
我们读到马利亚再次向主耶稣说话的记

载, 是在迦拿的婚筵上. 她是何等的谨慎  —  她

没有命令, 甚至没有直接叫主耶稣去行任何的事, 
她只告诉主耶稣他们的需要, “他们没有酒了”(约
2:3). 她知道主耶稣会有所行动, 所以她告诉用人: 
“祂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约 2:5). 这是

一个真正认识救主的人所给的明智忠告. 愿我们

听从马利亚的忠告, 并效法她的品德. 
 
 

(B.2)   马利亚的歌颂 (Her Song) 
(路 1:46-56) 
 
马利亚在路加福音(路 1:46-55)的歌颂普

遍被称为“马利亚尊主颂”(The Magnificat, 天主

教称之为“圣母颂”), 因为这段歌颂以“我心尊主

为大”来开始. 我们可从她的歌颂学到许多关于

她的品格. 我们从中看见, 她是如何重视与尊崇

神, 极少顾念和想到自己. 她的歌中带给我们有

关主的知识, 关于祂的圣洁、祂的能力、祂的怜

悯和祂的恩惠. 马利亚以喜乐仁爱之心歌颂耶和

华的信实, 向神表达她的感恩.  
 
马利亚的优先顺序是正确的. 她首先是述

说主, 即她的神和她的救主, 以及她在主里的喜

乐(第 47 节). 她也不忘自己的卑微(第 48 节). 她
不过是个卑微的使女, 出自一个被人藐视的拿撒

勒, 是一个穷木匠的妻子. 但耶和华恩待她, 把她

领到蒙福的地步. 在祂的怜悯下, 祂记念这位卑

微的使女, 并在祂的大能下, 祂为她施行奇妙的

大事(第 49 节). 祂厌恶高傲的人, 并按祂的主权

“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第 51-52 节). 
此外, 祂“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

去”(第 53 节). 马利亚知道祂历代以来, 都赐福那

些敬畏祂的人(第 50 节).  
 
马利亚接着歌颂

神对以色列民的信实 . 
神已赐福以色列 , 并在

祂的怜悯中记念他们 . 
以色列  —  无论是个人

(指雅各, 因“以色列”是
雅各的别名)或整个民族

(指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族)  —  都是耶和华的仆

人, 而耶和华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 必然实现祂

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一切应许(第 54-5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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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尊主颂”(The Magnificat)列于圣经

中最伟大之歌的行列. 这首歌是否出于马利亚自

己所编 , 我们不肯定 . 它是否是马利亚即兴发

挥、出于自发而成? 还是它之前已被他人编好, 
过后被马利亚学到而采用? 不论答案如何, 它仿

佛引自诗篇中的诗句, 且是上等的诗. 我们从中

可学到神的性格, 以及这位拿撒勒使女(马利亚)
的品格. 诚然, 马利亚是个蒙大恩大福之人, 并且

深切赏识那位赐福于她的神.  
 
或者马利亚也教导我们如何敬拜 . 关于

“敬拜”, 达秘(J. N. Darby)如此定义道: “为着神本

身所是(for what He is in Himself)和祂对尊崇祂之

人的意义(for what He means to those who render it)
而给予祂尊敬(honour)与崇拜(adoration).” 对马利

亚的歌颂而言, 这是何等贴切的描述啊! 诚如我

们上文所说, 对神至高的重视, 对己微少的思念.  
 
 

(B.3)   马利亚的静默 (Her Silence) 
(路 2:19, 33-34; 太 2:11; 约 19:25; 徒 1:14) 

  
圣经中共有五次记载马利亚显赫的在场, 

却没听到她的声音, 因为在这些记载中, 她没有

发言说话, 只保持静默. 这就是所谓的“沉默是金”! 
马利亚知道应该什么时候说话, 什么时候歌颂, 
什么时候静默. 
 
 马利亚静默的第一次记载, 是在历史性的

一日, 是在值得纪念的一刻, 就是当伯利恒的牧

人们前来探望婴孩弥赛亚(主耶稣). 那夜, 天使告

诉他们, “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

主基督”(路 2:11). 他们听后, 急忙赶到伯利恒城, 
要看这奇妙的事. 何等奇妙, 实在奇妙! 神的儿子

竟成为马利亚的孩子 , 造物主竟成为一个婴孩  
—  “神在肉身显现”(提前 3:16). 马利亚在那里, 
她比他们任何人知道得更多, 却只是在心中默想. 
有些事情是言语难以描述的, 而主的降生正是其

中一件. 
 
 在大约六个星期之后, 圣婴被带到圣殿. 
这里是马利亚静默的第二次记载. 西面(Simeon)
在圣殿里看到他们, 便赞美神, 也祝福他们. 西面

把孩子(主耶稣)抱在怀中, 论述神的救恩与荣耀, 

也提到随之而来的愁苦. 马利亚仔细聆听, 再一

次, 我们没有读到有关她说话的记载. 
 
 马利亚静默的第三次记载, 是发生在上述

事件过后, 东方的博士前来朝拜. 到底有多少个

博士前来, 我们不知道. 博士们向耶路撒冷的希

律王查询后, 有一颗星出现, 并引领他们去到那

间家. 见到孩童耶稣基督, 他们打开宝盒, 献上他

们的礼物, 并敬拜孩童基督(即主耶稣). 虽然马利

亚在场, 但再一次, 圣经没有记载这位温柔的母

亲马利亚开口说话. 
 
 马利亚静默的第四次记载, 是发生在多年

以后(在主被钉十架时). 那时, 西面的预言应验了, 
马利亚的心如同被刀刺透(路 2:34). 但她还是那

样勇敢, 靠近地站在主耶稣受苦的十架旁. 主耶

稣在十架上向马利亚说话, 并向门徒约翰论到马

利亚(把马利亚交给约翰照顾). 这里是另一个静

默的场合. 无罪的主耶稣被钉在十架上. 作为罪

人的朋友, 祂为罪人被钉十架. 谁能够理解这事? 
谁能够找到适合这种场合的言词呢? 我们看到马

利亚依然静默不语. 

 最后一次提到马利亚的记载, 我们看见她

与众使徒参加祷告聚会. 此事记载于使徒行传第

1 章, 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 门徒集聚祷告的场

合. 当然, 我们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姐妹在召会聚

会中要闭口不言, 林前 14:34).53 这事以令人欢悦

的情景总结了拿撒勒人马利亚的故事. 我们听到

她在其他场合说话, 我们也听到她的歌颂. 但她

静默的时刻, 却是我们所钦佩的.54 

                                                           
53   林前 14:34: “妇女在会中(原文指“在众召会中”, 
KJV: in the churches)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54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65-268 页. 【注: 第 265 页是 A项, 
而第 266-268 页则是 B 项, 各别是 B.1、B.2 和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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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平行对称形式 = A 对 A, 而 B 对 B, 
并且 A 和 A, 以及 B 和 B 分别是同源词. 

原文解经                                 微光 
 

被圣灵充满 
的真正表现 

 
(A) 所讨论的经文 
 

经文: 弗5:18-21 
 弗5:18: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

灵充满.” 
 弗5:19: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弗5:20: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

感谢父神.” 
 弗5: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使徒保罗劝勉信徒在这邪恶的世代中, 要

以智慧行事(弗5:15-16), 也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

(弗5:17), 被神的圣灵所充满(弗5:18), 以至于行在

神的旨意当中. 中文圣经《和合本》(以及多个中

文译本都)将第19至21节的原文译成: “当用诗

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
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B) 原文揭开“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若按《和合本》(和其他中译本如《新译

本》、《当代圣经译本》、《现代中文译本》)
这样的译法,55 就使得“被圣灵充满”和后面四组

动词(即“彼此对说”、“赞美主”、“感谢父神”和
“彼此顺服”)并列, 好像“被圣灵充满”与这四组动

词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但按原文却不是这样的.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指出, 

按这段经文的希腊原文, “被圣灵充满”是命令语

                                                           
55   这段经文在《新译本》译作: “不要醉酒, 醉酒能使

人放荡乱性, 却要让圣灵充满. 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 
彼此呼应,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名, 常常感谢父神, 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气(inperative mood), 而后面四组动词都是副词性

的现在分词(adverbial present participle), 是用来

修饰“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 这四组动词与“被
圣灵充满”一词紧密相关, 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

与表现, 而非与之并不相关的另外四个命令句. 
 
罗羚接着解释说, “被圣灵充满”在信徒生

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这四个分词短语所表达的:  
  
1) 在心态上、言语上,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

此对说; 
2) 心、口一致地歌颂、赞美主; 
3) 在凡事上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 
4) 在信徒彼此相交中因敬畏基督而彼此顺服.56 
 
 

(C) 中文译本难以表达的三处意义 
 
在这四方面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中, 有三处

的特别用词是中文译本难以表达的.  
 
(C.1)   弗 5:19 的“诗章”和“歌”与第二 

分词短语的“唱”和“赞美” 
 
第一个分词短语中的“诗章”、“颂词”和

“灵歌”中的“歌”, 与第二个分词短语的“唱”和“赞
美”分别是同源字. 只不过前者是名词【“诗章”希
腊文是 psalmos {G:5568};57 “歌”希腊文是 ôdê 
{G:5603} 】, 后者则是动词【“唱”希腊文是 adô 
{G:103}; “赞美”希腊文是 psallô {G:5567}】. 这
两对词有平行对称关系, 加强两个短语的关联.  

 
A  … “诗章” [诗章] 

      B  … “歌” [歌] 
      B … “唱” [歌颂] 
 A … “赞美” [谱写诗章] 

  

                                                           
56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 185 页. 
57  这词与旧约的“诗篇”(希腊文: psalmos )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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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平行对称形式 = A 对 A, 而 B 对 B .
并且 A 和 A = 横向的信徒之间的关系;
而 B 和 B = 垂直的与主和父神的关系. 

实际上,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

对说”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两句所表达的, 是
同一动作的两方面: (a) 前者的听众是信徒, 借着

诗篇、颂词、灵歌, 信徒彼此教导、劝勉、建造

(参 西 3:16); (b) 后者的对象是主耶稣, 信徒借着

同样的歌颂来赞美主. 
 
此外, 第三个分词短语的感谢是向父神发

出的, 第四个分词短语指向信徒彼此的关系. 这
样, 被圣灵感动的四个表现就呈现在“横向的信

徒之间的关系上”, 以及“垂直的与主耶稣和父神

的关系上”. 这两种关系也借着“平行对称”的形式

表达出来: 
 
 A  …… 彼此对说, 
      B       …… 赞美主. 
      B      …… 感谢父神. 
 A …… 彼此顺服. 

  
简而言之,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召会或基督

徒团体的表现, 是彼此鼓励、建造, 彼此顺服, 并
向着神, 从心里充满感恩赞美. 相反, 如果信徒心

中、口里总是充满埋怨的话, 常常与其他基督徒

针锋相对, 互相挑剔、批评, 这样的召会或基督

徒团体, 即使自认为属灵, 甚至曾有“属灵”经历, 
但从他们的表现来看, 他们仍没有被圣灵充满, 
仍是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以智慧行事, 是糊涂人

(弗 5:17-20). 
 

 
(C.2)   弗 5:22 的“顺服” 
 

 保罗在 弗 5:22 说: “你们作妻子的, 当顺

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这节在希腊原文没

有“顺服”, 《和合本》在这个词的下面(或旁边)
加上小点, 表示是译者加上的, 为要叫原文的意

思更显明.58 罗羚评论道: “但《和合本》这样的
                                                           
58   注: 一些新约圣经希腊文本如 Textus Receptus 在

第一短语中是有“顺服“一字, 但第二短语却无“顺服”一字, 

翻译是正确的. 因为原文省略了‘顺服’一词, 可
能是有意让这一节(妻子顺服丈夫)和前一节‘存
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共用‘顺服’这个词, 以
便将两节经文连接起来.  
 

“这样,” 罗羚进一步解释说, “保罗在以弗

所书 5 章 22 节至 6 章 9 节关于基督徒家庭关系

的讲论, 就成了基督徒‘彼此顺服’的例子. 也就

是说, 当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丈夫爱自己的妻

子, 就在家庭和夫妻关系体现‘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也是在家庭关系中‘被圣灵充满’的具

体表现, 是在现今邪恶世代以智慧行事的表现. 
反之, 不顺服的妻子, 不爱妻子的丈夫, 无论如何

自以为‘属灵’, 仍未被圣灵充满, 是糊涂人. 同样, 
不孝子, 按己意管教儿女的父亲, 不忠心的仆

人、员工, 不公义不公平的老板, 也是如此.” 
 

 
(C.3)   弗 5:33 的“敬重” 
 

 以弗所书 5:21 的“敬畏基督”的“敬畏”一
词, 与以弗所书 5:33 的“敬重她的丈夫”的“敬重”
一词 , 在原文是同源字 , 前者是名词(希腊文 : 
phobos {G:5401}), 后者是动词(希腊文: phobeô 
{G:5399}), 都有“敬畏、尊敬、怕得罪”的意思. 
这两个词在这段论及夫妻关系的经文中 (弗
5:22-33)首尾呼应, 将 弗 5:21 和 弗 5:22-33 两段

经文紧密连接起来. 换句话说, 妻子对丈夫的敬

重与顺服是基于妻子对基督敬畏的心, 这是智慧

的妻子, 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妻子应有的表现.  
 
 
(D) 结语 

 
罗羚正确

总结说: “从上面

的讨论我们知道, 
无论是希腊文分

词、同源词的运

用, 还是动词的共享, 都帮助我们对这段经文及

其上下文在整体和细节上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

                                                                                                     
就如英文圣经《钦定本》 (KJV)所译的 : “Wives, submit 
yourselves unto your own husbands, as unto the Lord”【可直

译为: “妻子, 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对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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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这些细节很难以中文翻译出来, 所以, 仅用中

文圣经译本读经难以得着此般理解.”59 故此, 弟
兄姐妹若想要更正确与深入地理解神的道, 学习

圣经原文, 并以原文研究圣经, 是最好的方法之

一. 诚然, 原文读经好处多! 
 
 
***************************************** 

附录一:   再思“被设立充满” 
 

保罗写道: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

圣灵充满”(弗 5:18). 醉酒是被酒精控制, “被圣灵充

满”则被圣灵控制. 醉酒者的讲话是混乱而失仪的, 但
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说话却是高举基督和造就人的.  

 
马唐纳贴切指出, “被圣灵充满”时, 你将满有

能力(路 24:49; 徒 1:8)、胆量(徒 4:8,13, 29, 31)、喜乐

(徒 13:52)、赞美(路 1:67-75; 弗 5:19-20)和顺服(弗
5:21). 还有一点: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从不说他是被

圣灵充满了. 因为圣灵的职事总是高举基督, 不是信

徒自己. 换言之, 说自己已经获得圣灵的充满, 只是自

夸而已.60 【注: 有关“圣灵的充满”与“圣灵的洗(浸)”
的分别, 请参文章 “圣灵论(三): 圣灵的工作(中)”之附

录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

三-圣灵的工作中/ 】 
 
 
***************************************** 

附录二:   学习圣经原文的好处 
 

学习圣经原文至少有下列五大好处: 
1) 用原文读经, 可以直接、清楚看见经文所强调的

重点、平行结构、重复出现的字词、字词游戏

(word play)、经文中名词、代名词、形容词的格

(case)、数(number)、性(gender), 各个动词间从属

关系, 字词、语句顺序.61 因而读者能更准确和可

靠地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59   上文改编自  罗羚、罗达理著 , 《原文读经好处

多》 (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 184-188 页. 
60   引自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所著的《跟随祂

的脚踪行  —  门徒指南》(The Disciple’s Manual), 第 153-
158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5/《门徒指南

》-第 16 课-被圣灵充满-弗 518/ . 
61   例如 代下 20:14 的名字顺序隐藏着奇妙的信息, 请
到“家信文库”网站阅读这篇文章  —  “家谱名字的奇妙信

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家谱名字的奇

妙信息/ . 

2) 懂原文有助评估各种译本. 现在市面上不仅有很

多英文译本, 中文译本也开始增多. 当信徒研读圣

经时, 发现各个译本的不同之处, 心中不免会问, 
究竟哪一个译本更接近原文呢? 若要能够评估各

种译本和译文, 就需要有圣经原文的知识. 
3) 事半功倍. 查考圣经时若碰到难解之处, 与其查考

多个译本、发现各有不同而不知如何是好, 倒不

如花时间和精力学习圣经原文, 一劳永逸. 不仅不

必再为选择译本而愁烦, 更习得评估各个译本(包
括英文译本)的能力, 何乐而不为呢? 

4) 懂原文有助评估释经书中各种解释. 一些学术水

平稍高或程度稍深的释经书, 会罗列对同一经文

的不同解释, 以及支持或反对各种解释的论据. 这
些论据大多建基于对原文的讨论, 为了能明白和

评估这些解释的优缺点, 就必须懂得基本的圣经

原文. 
5) 有助评估古抄本. 这属于“经文鉴别学”(经文评鉴

学, textual criticism)的范畴. 若有不信圣经的人质

疑圣经的对错, 而信徒懂得原文的经文鉴别学, 就
不怕这类挑战.62 

 
中国浸信会神学院前院长郑佑生写道: “学习

圣经原文对明白圣经有许多好处, 因为原文确实有助

澄清部分译文不太清楚, 或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 从
原文学习圣经的基督徒都赞美神话语的丰富, 因为用

原文读经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不同经文的关联, 容易把

相关的经文连起来, 以经解经, 或作主题式研经, 从而

更完整、更有系统地明白神的旨意.”63  
 
感谢神, 今日互联网上已有许多关于圣经原文

的资料和自学课程. 若读者对新约原文  —  希腊文  
—  有兴趣, 可到下列三个网站自行学习: 
 https://bible.world/zh-hans/学习希腊文资源 (学习

希腊文资源) 
 http://www.chioulaoshi.org/flyer.html (网上希腊文

课程) 
 http://chioulaoshi.org/BGreek/index.html (新约希

腊文). 
 

至于旧约的原文  —  希伯来文, 有兴趣自学的

读者, 可到以下三个网站: 
 http://hebrew.fhl.net (名为“希伯来文教室”) 
 http://www.palgemayim.net (此“溪水网站 ”提供

《古希伯来语教程》三大册, 可免费下载) 
 http://www.chioulaoshi.org/BH/resource.html . 

 
                                                           
62   摘自《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xx-xxi 页. 
63   同上引, 第 xi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中/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中/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5/《门徒指南》-第16课-被圣灵充满-弗518/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5/《门徒指南》-第16课-被圣灵充满-弗518/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家谱名字的奇妙信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家谱名字的奇妙信息/
https://bible.world/zh-hans/%E5%AD%A6%E4%B9%A0%E5%B8%8C%E8%85%8A%E6%96%87%E8%B5%84%E6%BA%90
http://www.chioulaoshi.org/flyer.html
http://chioulaoshi.org/BGreek/index.html
http://hebrew.fhl.net/
http://www.palgemayim.net/
http://www.chioulaoshi.org/BH/resour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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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保罗“不许女人讲道”(提前 2:12), 是因
为当代女人(姐妹)的圣经知识或属灵见识
不多, 担心她们教导错误的道理吗?   

 
(A) 一般的看法 

 
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 吩咐他说: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辖管男人, 只要沉静”(提前 2:11-12). 保
罗在此强调“女人要沉静学道… 我不许女人讲

道”. 今日许多牧师、传道人, 甚至圣经学者指出, 
保罗不许女人讲道的原因, 是因为当代女人(指信

主的姐妹们)对圣经知识懂得不多, 或属灵见识肤

浅, 怕她们讲道时胡言乱语, 或教导错误的道理, 
所以才有保罗这道命令  —  不许女人讲道. 不过, 
现今时代不同了, 许多女人(姐妹)已受高深教育, 
也有许多“神学女博士”, 所以女人可以在召会(教
会)中讲道了. 但此看法忽略了三件重要事实.  
 
 
(B) 三件被忽略的事实 
 

(B.1)   女人在学习真理方面不比男人差 
  

对于这个论点, 人们常忽略三件事. 首先, 
笔者想说: 女人对领受圣经知识或属灵真理的悟

性, 绝不比男人(弟兄)差, 不仅现代是这样, 保罗

时代也是一样; 例如在保罗时代, 就有一位名叫

百基拉(Priscilla)的姐妹, 
圣经记载她和丈夫甚至

能“将神的道给他(亚波

罗 )讲解更加详细 ”(徒
18:26), 而圣经记载, 亚波

罗“是有学问(或作: 口才)
的 , 最能讲解圣经 ”(徒
18:24). 在这事上,  圣经

记载“百基拉, 亚居拉… 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

详细”.  值得注意的是, 圣经先提“百基拉”, 然后

才提“亚居拉”(一般上是先提丈夫, 然后才提妻子, 
例如 林前 16:19), 可见在向这位满有学识的亚波

罗讲解真道时, 百基拉显然比她丈夫更有能力,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B.2)   神刻意把这命令放在提摩太前书 

  

  第二件常被忽略的事, 就是: 为何神安排

保罗把“不许女人讲道”这道命令放在提摩太前书, 
而不是别的书信呢? 主要原因在于提摩太当时是

在以弗所的召会事奉(提前 1:3: “我… 劝你仍住
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而以

弗所的召会当时就有一位很有属灵知识、能讲

解圣经的姐妹  —  百基拉 (参 徒 18:18-19,24; 提
后 4:19; 也参 林前 16:19). 我请大家先阅读以下

这篇有关百基拉的介绍【摘自“以斯拉百科网”的
文章: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

物辭典/百基拉 】: 
 

百基拉 (Prisca / Priscilla) 
 
1. 简介: 是亚居拉的妻子, 亚居拉是出生在本都

的犹太人(徒 18:1-2). 他们以“制造帐棚为

业”(徒 18:3). 
2. 圣经记载: 

 

1) 百基拉夫妇原

来住在罗马城, 
因为罗马皇帝

革老丢于公元

52 年命令犹太

人都离开罗马, 
他们便从义大利(意大利)来到哥林多居住. 
他们在哥林多时 , “保罗因和他们同业”, 
“就投奔了他们”, “和他们同住作工”(徒
18:1-3), 共约一年零六个月(徒 18:11). 保
罗曾说百基拉夫妇“在基督耶稣里”与保罗

同工(罗 16:3). 
2) 以后保罗“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基拉、亚

居拉和他同去”(徒 18:18). “到了以弗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徒 18:19). 当时

亚细亚省的以弗所教会, 便在百基拉(和亚

居拉)夫妇的家中聚会(林前 16:19).  
3) 当百基拉和亚居拉在以弗所的时候, 亚波

罗曾到以弗所传道(徒 18:24). 亚波罗是个

有学问的传道人, 最能讲解圣经, 而且心

里火热 , 放胆讲道 . 只是讲得不够完备 .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百基拉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百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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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基拉、亚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笔者注: 
应指接待他到他们家中), 将神的道给他讲

解更加详细”(徒 18:24-26). 在这里, 百基

拉夫妇甚至还帮助了传道人亚波罗. 
4) 以后罗马皇帝革老丢收回了驱逐犹太人

的命令, 百基拉夫妇便又回到罗马居住 . 
保罗写信给罗马信徒时, 曾问候百基拉夫

妇, 并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罗 16:5). 可
见当时罗马的教会常在他们的家中聚会. 

5) 保罗说, 百基拉和亚居拉曾为保罗的命把

他们自己的颈项置于度外, 不但保罗感谢

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罗
16:3-4). 他们和保罗以及众圣徒真是以爱

相系、患难与共的. 
6) 百基拉、亚居拉以后又去以弗所, 那时提

摩太正在以弗所传道. 当保罗自知即将殉

道时, 还在给提摩太的信中向百基拉、亚

居拉问安(提后 4:19). 
7) 圣经中共有五处同时提到百基拉、亚居

拉夫妇二人(徒 18:18; 徒 18:26; 罗 16:3; 
林前 16:19; 提后 4:19), 其中竟有四处是

百基拉的名字在前(只有 林前 16:19 先提

亚居拉). 足见百基拉的热心爱心不下于她

的丈夫, 因此深受保罗及众圣徒的敬爱.  
 
事实上, 我们的主早在两千年前已经知道, 

在现今时代, 许多女人(姐妹)会受高深教育, 而许

多人(或者出于善意)会用这理由, 来允许女人在

召会中讲道. 或许, 当时在以弗所, 有人可能认为

既然百基拉有丰富的圣经知识或属灵见识, 很能

讲解圣经, 为何不叫她在召会中公开讲道, 造就

圣徒, 岂不更好吗? (注: 笔者相信百基拉明白神

的旨意, 不会自己要求在召会中讲道, 但有可能

其他信徒会觉得可惜, 因而建议她在召会中也像

弟兄一样的公开讲道). 因此, 神就特别安排和感

动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时, 吩咐当时在以弗所的

提摩太, 要确保以弗所的召会遵守这道神的命令  
—  “不许女人讲道”.  

 
神借保罗特别强调,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

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包括在 提前 2:12 的“不许女

人讲道”一事)写给你. 倘若我耽延日久, 你也可以

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

会(注: 译作“召会”更合乎原文意义), 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提前 3:14-15). 显然, 上述这些事(包括 
提前 2:12)不是保罗个人的看法或喜好, 而是主的

旨意和命令, 为要确保提摩太晓得“在神的家中

当怎样行”! 既然是“神的家”, 一切就该由神作主, 
而非由任何人按照人的看法来决定! 既然这家是

“神的召会”, 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可见“女
人沉静”(silence, 指不许女人在召会中讲道)64就

是神的家或神的召会的真理之一(这点进入下文

所讨论的第三件事).  
 

(B.3)   不许讲道是因为“头权”的真理 
  

第三件常被忽略的事, 就是“不准女人讲

道”的真正理由. 人常说这理由是因为保罗时代

的女人(姐妹)缺乏圣经或属灵的知识, 所以不许

她们讲道. 果真如此吗? 仔细阅读圣经对此事怎

么说! 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辖管男

人, 只要沉静”, 接着他清楚说出神的理由是: “因
为 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

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提前 2:13-14). 
由此可见, 神借保罗提出真正的两大理由是:65  
 
1) 被造的次序(亚当比夏娃先被造)  —  这与神所

设立的“头权”(headship)有关;  

                                                           
64   林前 14:34: “妇女在会中(原文是“众召会中”, KJV: 
in the churches)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众召会)一
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65   以下这篇文章的作者(笔名: 小草)就看清这个关键

重点, 指出唐崇荣对“女人不可讲道”的错误解释. 小草写道: 
“唐牧(唐崇荣牧师)基于他这样错误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

当时保罗不许女人讲道(注: 唐崇荣认为保罗不许女人讲道, 
是因为当时的女人懂得少却爱上台讲道), 而当这些理由不

存在后, 他就支持女人讲道了, 这样的推论当然也就有问题

了. 那么, 女人究竟能不能讲道呢? 除非经上没有这段经文,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辖管男人, 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

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

引诱, 陷在罪里’(提前 2:12-14). 或者这段经文里所给的理

由已改变了, 也就是说, 除非‘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已不是事

实, 那么也就没有理由不许女人讲道, 否则我不知道怎么无

视圣经这么清楚的不许女人讲道的教导? 圣经说不许女人

讲道, 原因是神所造的次序和神所赋予的男女角色的不同, 
这是不因时代或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原因并不是智商或知

识上的差别, 也不是领受启示上的差别. 如果把原因搞错了, 
就难免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当然, 把经文理解错了, 或无

视经文的教导 , 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 引自网站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xiaocaowenji2018/151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xiaocaowenji201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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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犯罪的次序(夏娃比亚当先被引诱, 陷在罪里)  
—  这与人破坏神所设立的“头权”有关.   
* 有关头权的课题, 请读者参阅“蒙头的真理”: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蒙头 - 可
有可无的传统/ ; 也参另一相关题目  —  “女人的

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
会真理 4 女人的职事/ . 
 
 
(C) 不许女人讲道与圣经或属灵知识无关 
 

保罗不准女人讲道, 是因为当代女人(姐妹)
的圣经知识或属灵见识不多吗? 肯定不是! 神早

就知道现今时代的人会有误解(我相信一些持有

这看法的人, 其实是真诚爱主的基督徒, 只不过

受了误导, 看不清真理), 
或是曲解(不否认也有

一些持此看法的人只注

重人的看法, 或迎合时

代要求, 而“选择”不在

乎神怎么说), 所以神在

圣经中特别记载有关百基拉这位满有属灵知识

的姐妹是在以弗所, 并且借着保罗写信给在以弗
所召会的提摩太, 清楚吩咐他有关主的旨意  —  
“不许女人讲道”! 即便是在以弗所那里有百基拉

这位满有圣经知识或属灵见识的女人, 也不许女

人讲道, 因为这样做是破坏了神所设立的头权! 
因此, 请不要再说保罗时代的女人(姐妹)缺乏圣

经知识或属灵见识, 容易胡言乱语! 这对当代许

多敬虔爱主的姐妹而言, 是一项毁谤性的羞辱!  
 
 
(D) 再思一些有关“女人讲道”的问题 
 

事实上, 历代以来, 有许多姐妹蒙主赋予

丰富的属灵知识, 她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  “妇
女在会中 (原文: 在众召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

圣徒的众教会(众召会)一样”【林前 14:34; 注: 
“圣徒的众教会”包括 林前 16:19 所说“亚西亚的

众教会问你们安. 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

的教会…”】, 因而没有在召会中讲道(提前 2:12), 
但她们在各自的家中, 在主日学中, 或在私下的

场合, 善用主赐她们的教导恩赐, 来栽培和造就

信徒. 笔者本身小时候在主日学里, 也承蒙爱主

的姐妹们所教导而获益良多; 可见姐妹即使不在

召会中站讲台讲道, 也可造就人!  
 
最后, 有者说, 姐妹在召会中讲道是出于

爱主和事奉主的表现, 有何不可? 笔者并不怀疑

这些姐妹当中, 有许多是真诚以爱主之心来讲道

事奉, 但主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

命令”(约 14:15); 神在旧约也宣告祂的心意: “耶
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祂的话
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一位真正爱主的人, 若明白了主的旨意, 
就会选择遵守主的命令. 

 
又有者反问说: “神若不喜悦她们在召会

中讲道, 为何我们看到许多姐妹这样做了, 结果

叫许多人得着造就和福气? 神这样赐福, 岂不证

明祂喜悦她们如此行吗?”66 对于这点, 请问为何

摩西违背神的话(注: 神要摩西吩咐磐石, 摩西却

击打磐石, 违背了神的命令), 还是有许多水流出, 
造福百姓呢? (民 20:8-11)【注: 神的审判是过后

才临到摩西(民 20:12); 照样, 我们在世上的事奉

或工作要等到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 才知道是

否存留得住而得奖赏, 还是被烧毁而失去奖赏(林
前 3:12-15). 我们的事奉必须按照神话语的“规
矩”去做,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提后 2:5) 】. 
难怪属灵前辈常提醒我们: 不凭圣经的话语, 只
凭今世的事情结果来判断神的旨意是危险的!  

 

简而言之, 最安全的路, 还是回到神的话

语, 看神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因为神的话才是

“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诗 119:105), 是我们

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和唯一准则.    

                                                           
66   这正是以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所提出的理由 , 参 :  
http://www.sarawakmethodist.org/2020/02/27/圣经提摩太前

书 第 二 章 说 ， 保 罗 不 许 女 人 讲 道 ， 卫

/?doing_wp_cron=1628085479.7311470508575439453125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www.sarawakmethodist.org/2020/02/27/%E5%9C%A3%E7%BB%8F%E6%8F%90%E6%91%A9%E5%A4%AA%E5%89%8D%E4%B9%A6%E7%AC%AC%E4%BA%8C%E7%AB%A0%E8%AF%B4%EF%BC%8C%E4%BF%9D%E7%BD%97%E4%B8%8D%E8%AE%B8%E5%A5%B3%E4%BA%BA%E8%AE%B2%E9%81%93%EF%BC%8C%E5%8D%AB/?doing_wp_cron=1628085479.7311470508575439453125
http://www.sarawakmethodist.org/2020/02/27/%E5%9C%A3%E7%BB%8F%E6%8F%90%E6%91%A9%E5%A4%AA%E5%89%8D%E4%B9%A6%E7%AC%AC%E4%BA%8C%E7%AB%A0%E8%AF%B4%EF%BC%8C%E4%BF%9D%E7%BD%97%E4%B8%8D%E8%AE%B8%E5%A5%B3%E4%BA%BA%E8%AE%B2%E9%81%93%EF%BC%8C%E5%8D%AB/?doing_wp_cron=1628085479.7311470508575439453125
http://www.sarawakmethodist.org/2020/02/27/%E5%9C%A3%E7%BB%8F%E6%8F%90%E6%91%A9%E5%A4%AA%E5%89%8D%E4%B9%A6%E7%AC%AC%E4%BA%8C%E7%AB%A0%E8%AF%B4%EF%BC%8C%E4%BF%9D%E7%BD%97%E4%B8%8D%E8%AE%B8%E5%A5%B3%E4%BA%BA%E8%AE%B2%E9%81%93%EF%BC%8C%E5%8D%AB/?doing_wp_cron=1628085479.731147050857543945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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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斯(Alfred P. Gibbs) 
 

宣道禾场        瓦器 
 

个人布道 (四): 

面对 反对者 

以及 怀疑者 
 
 

(文接上期)  
 

(J)  面对不同类型的对象 
 

个人布道将面对各

种各样的人. 了解这些对象

的信仰、思想或世界观, 能
帮助我们在心理上做好准

备, 更有效地对症下药. 美
国的吉布斯(Alfred P. Gibbs)
在其所著的《个人布道》

(Personal Evangelism)一书

中, 将这些布道的对象分成几种类型的人, 并建

议我们如何应对或解答这些不同类型之人所常

面对或提出的问题. 我们在本期将讨论首两种, 
就是反对者与怀疑者. 
 

 
(J.1) 面对反对者 (The Objector) 
 
 这类型的人的反对理由源自很多方面. 绝
大部分的反对理由都是相同的, 且能从圣经中找

到应对的答案.67 
 
(一)   反对有关圣经和圣经的教义 

 
1) “圣经充满矛盾与冲突!” 
 你可以把一本圣经交在他的手中, 请他指出

一件矛盾或冲突的事件. 一般而言, 他指不出

来, 但要做好准备, 若他指出来, 就为他解答. 

                                                           
67   下文(J.1)部分主要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81-85 页.  

  这方面可事先阅读一些书, 来装备自己去回

应这类的难题, 如叨雷(R. A. Torrey)所著的

《圣经中的错误与矛盾》 (Difficulties and 
Alleged Error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就是其中一本好书.68  

 解答过后, 诚恳有礼地告诉他, 没有仔细阅读

圣经就下定论是不明智的. 然后打开以下经

节请他阅读, 林前 2:14; 约 3:3,7; 或许也可用 
彼后 2:12 来提醒他们.69  
  

2) “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 
 有许多的书籍可以装备

你去解答这方面的反对, 
例如: 里程所著的《圣

经的权威》.70 
 你可以问反对者: “你所谓的‘神所默示的’是

指什么?” 他可能答不出来, 或无法给你正确

答案. 你可以阐明“默示”的真义. 
 告诉他‘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一个事实. 不

相信一个事实并不会改变此事实的真实(罗
3:3-4; 提后 3:16; 帖前 2:13; 彼后 1:20-21; 来
4:12).71  
 

3) “神创造人又定他们的罪, 这是不公平的!” 

                                                           
68   这方面的好书还有很多 : Gleason L. Archer, J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2)【其中文版: 艾基新著, 李笑英译, 《圣经难题汇编》

(香港: 角声, 1987)】; J. Sidlow Baxter, Studies in Problem 
Text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0)等等. 
69   林前 2:14: “然而,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

能看透”; 约 3:3,7: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
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
不要以为希奇”; 彼后 2:12: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 正
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遭遇败坏.” 
70   这方面的好书有: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里程著, 《游子

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协会[AFC], 2000 年增订版); 
John Ankerberg & John Weldon, Ready with an Answer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7)等等. 
71   罗 3:3-4: “即便有不信的, 这有何妨呢? 难道他们

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 …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

虚谎的”; 提后 3: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

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帖前 3:13: “因
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

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彼后 1:21: “因为预言从来

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3 

   

《家信》: 第 129 期 (2021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事实上, 神创造人, 为要赐福他们(创 1:28; 诗
102:18; 启 4:11).  

 神并不想造人来定他们的罪, 刑罚他们, 即使

是人犯罪, 神仍然想要拯救他们, 证据是祂赐

下祂的独生子(主耶稣), 而主耶稣也为人类

舍去自己的生命(可 10:45; 结 33:11; 约 3:16-
17; 彼后 3:9).72 

 另一方面, 若有任何罪人永远失丧, 这是因为

他故意拒绝神所预备的唯一救法, 拒绝唯一

的救主(约 5:40; 帖后 2:12; 太 25:41).73  
 

4) “慈爱的神不会刑罚祂的受造之物!” 
 问反对者: “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刑罚?” 神不仅

是爱, 也是光(约壹 1:5; “光”象征圣洁公义). 
 神不会因为祂的爱而牺

牲祂的圣洁和公义 . 神
恨恶罪, 祂也必定惩罚

罪行(罗 1:18-20; 2:4-5; 
出 34:6-7; 诗 11:4-7; 但
9:12-14; 申 32:4).  

 告诉那人神因着“爱”世人而把祂的爱子耶稣

基督赐给他们(约 3:16), 并且因着“光”(圣洁

与公义)而把祂对罪的一切忿怒都降在那位

代担我们罪孽的主耶稣身上(林后 5:21; 太
27:46; 赛 53:5-6). 

 换言之, 所有自愿藐视、弃绝或忽略这位救

主的人, 他们这样的行为已决定了他们永恒

的灭亡(约 3:18-19,36; 来 10:29; 启 21:8).  
 

5) “地狱是不存在的!” 
 你可反问那位反对之人: “你怎么知道地狱是

不存在的?” “你是根据什么权威说这句话?”  
 耶稣基督宣称有地狱, 祂死而复活, 也无人从

死亡或永恒中回来, 指证耶稣基督说谎. 
 

                                                           
72   可 10:45: “因为人子来… 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结 33:11: “主耶和华说…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惟喜悦恶

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约 3:17: 
“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

人因祂得救”; 彼后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其实不是

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73   帖后 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

被定罪”; 约 5:39-40: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

生; 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

生命.” 太 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6) “今生就是地狱!” 
 这不可能, 因为圣经说基督徒是不会进入地

狱的, 而现今仍有许多基督徒活在地上.  
 提醒反对者地狱里是没有福音和救恩的传扬, 

而他们现今听到福音, 仍可得着救恩, 所以现

今的地上不是地狱.  
 恶人在世上没有平安, 这是真的(赛 48:22; 

57:21), 但地狱永恒的痛苦比今世更上万倍. 
 

7) “我是诚恳的相信!” 
 这就犹如人宣称: “人只要信得诚恳就行了.” 

对于这个看法, 答案是: “若有人喝下毒药, 却
诚恳地相信那是良药, 他们诚恳的信念能拯

救他们不被毒死吗?”  
 尼哥底母是个诚恳的人, 但他也需要重生(约

3). 年青的财主也是诚恳之人, 但还缺少一件

(可 10:21). 保罗也是诚恳之人, 却看错了(徒
26:9-11). 

 简言之, 一切的标准是神的道(圣经), 而非人

的想法或看法. 
 
 
(二)  反对有关基督信仰的不一致 
 

一个常见的反对理由是, 基督徒当中有太

多假冒为善的人. 针对这点, 首先, 我们要承认确

实有伪善者, 不过, 正如我们不会因为真钱当中

有假钱, 就把所有的钱丢掉; 照样, 我们不能因基

督信仰中有伪善者, 就完全弃绝基督信仰. 
 
我们请他思考以下几点: 

 圣经也预告和谴责伪善者(太 23:1-3, 15-33). 
 那称别人为“伪善者”的人也要谨慎, 因为很

可能他也是其中一个(太 7:1-5; 罗 2:21-23). 
可以问那人: “你是否在生活中也是言行一致

的人呢?” 
 一个工程师杀了他的妻子, 这不表示所有工

程师都会杀他的妻子. 同样, 一个自称基督徒

的人是个伪善者, 但不表示所有基督徒都是

伪善者. 
 圣经说这些伪善之人将在地狱里受刑 (太

23:33),74 问那反对者: “你想要与这样的人在

                                                           
74   主耶稣对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说 : “你们这些蛇

类、毒蛇之种啊,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太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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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里受苦吗? 若不要的话, 最好快点信主

耶稣而得永生, 灵魂得救.  
 强调一点: 圣经要人信靠和作为榜样的是耶

稣基督, 而非祂的基督徒. 圣经没说: “来信靠

基督徒”, 或“要信某某教会”, 而是恳求人前

来信靠基督(太 11:28; 赛 45:22; 约 10:9; 14:6). 
 
 
(三)  其他有关个人问题的反对理由 
 

还有下列私人的问题:  
1) “我不是很坏…” 
 可以问他 : “犯法的标

准何在? 是在于你的看

法 , 还 是 当 地 的 法

律?”(答案是后者). 照
样, 犯罪的标准不是根据我们的想法, 而是公

义之神(审判世界之主)的律法标准.  
 请他读 太 22:36-40; 路 10:27-28, 也参 雅

2:10.75 然后问反对者: “你有完全遵守这律法

吗? 是否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刻都遵守? 若是

没有, 那么你就是个犯罪的罪人(罗 3:19,23). 
在最终的审判时, 重要的是神对罪的评估, 而
不是你的看法.”  

 

2) “我尽力做得最好!”(doing the best)  
 你可以反问他: “真的吗? 你在每一时每一刻

都尽全力了吗? 你在思想或行为上都完美无

缺吗? 你没有说过谎吗? 从来没有不洁或邪

恶的意念出现在你脑海中吗? 从没做错事? 
从没对神持错误态度吗? 你可以在神面前诚

诚实实地说没有吗?” 若做不到这点就是犯

罪, 必须接受刑罚(罗 6:23; 结 18:4). 
 人若拒绝基督, 拒绝悔改和相信福音, 就不是

尽力做得最好. 有个人被困在大火烧着的建

筑物顶楼. 救火员把一个楼梯靠在他的窗前, 
呼喊道: “快爬下来!” 但那人在忙着尽力做好

一个楼梯来救自己. 那人所做的“最好”其实

是“最糟”! 事实上, 对于他, 最好的方法是放

                                                           
75   太 22:36: “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

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

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

己’ ”; 雅 2:10: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
就是犯了众条.” 

弃自己的努力, 信靠那已提供给他的“逃生

法”  —  楼梯, 急速逃离险境(弗 2:8-9; 罗 4:5). 
 

3) “我不能相信!” 
 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反问他: “你为什么不

能相信? 难道你认为圣经不可信吗? 若是的

话, 哪一方面不可信呢?”  
 “你相信人所说的话吗? 为什么?” 请他读 约

壹 5:9-10: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

更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是为祂儿子作的. 信
神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祂心里; 不信神的, 
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祂儿子作

的见证.”  
 可以问他: “你认为神是在说谎吗?” 然后指出

他的实况, 他不是不能相信, 而是不愿相信. 
 

4) “太多宗教信仰了!” 
 承认这一点, 但同时指出宗教虽多, 但只有一

位救主, 只有一条救恩之路(徒 4:12).  
 此外, 纠正他说“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不是

皈依一个宗教(religion), 而是信靠一个人  —  
主耶稣基督(Person) (约 10:9; 14:6; 约壹 5:12) 

 指出基督信仰与宗教的不同: (1) 基督信仰的

核心是一个人(主耶稣), 但宗教的核心却是

种种教条礼仪; (2) 世上的宗教或它们的教主

都没有为我们的罪而死, 没有应许罪人信就

得着救恩和永生. 唯独基督信仰才有.   
 

5) “基督徒的生命太难了!” 
 这问题的答案是不仅太难, 甚至是不可能靠

自己的力量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约 1:12; 罗
1:16; 太 11:28-30; 赛 14:3). 人只有信靠基督, 
才能获得从神而来的生命(约 1:4,12-13;  4:14;  
5:24). 除非人有这样的生命, 否则他无法开始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提醒罪人的道路更难走(箴 13:15; 赛 57:20-

21), 而他的结局肯定是灭亡(彼前 4:17). 
 

6) “信主耶稣的代价太大, 要舍弃的东西太多!” 
 问他关键的问题: “你若失丧, 失去宝贵的灵

魂, 永远在地狱受苦, 这代价不是更大吗?” 
(可 8:36). “这世界的享受可以弥补你永远的

失丧吗?” 
 强调这是一个永远“赚取得益”(profit)或“亏

损失丧”(loss)的问题(罗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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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他表明这不是单单“舍弃”某些东西, 而是

领受某人(指主耶稣)和更大更美的福气, 领
受那充满喜乐、平安和令人满足的救恩(约
14:1-3; 15:11; 腓 1:6; 3:9; 帖前 5:23-24; 弗
1:3,7; 罗 15:13). 

 问他是否听过人后悔信靠基督? (可 10:22) 
那人最终失去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7) “我的朋友会笑我!” 
 赞同这是真的, 但告诉他宁可被朋友嘲笑, 

也不要受神刑罚(指神对罪施行的刑罚, 箴
1:24-30). 宁可被人拒绝, 不要被主耶稣拒绝

(可 8:38; 太 10:32-33).  
 提醒他“惧怕人的, 陷入网罗”(箴 29:25; 也

参 约 12:42-43; 赛 51:7; 太 10:28) 
 

8) “我是教会的会友!” 
 告诉他不管他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都无济

于事, 没有一个教会能拯救人. 
 指出“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9) “我太坏了” 
 很少听到这样的论调. 若遇到这种看法的人, 

要赞同他所说, 并指出他其实比自己所知的

更坏(耶 17:9), 但救恩也可临到这样的人. 
 请他读 赛 1:18; 约壹 1:7; 提前 1:15; 来 7:25; 

路 19:10; 徒 13:38-39. 
 

 
(J.2) 面对怀疑者 (The Skeptics) 
 
 “怀疑者”(skeptic)是指那些倾向发问或质

疑的人, 包括质疑已被接纳的看法. 在本文中, 
“怀疑者”指的是那些质疑圣经或基督信仰之人. 
斯托得(John Stott)曾说: “若我们对非信徒所提出

的信仰问题不能提供足够合理的答案, 则差不多

等于是在宣告  —  他们的不信是合理的.”76 故此, 
我们在下文简略谈论如何面对怀疑者.77   
 
(一) 怀疑者/质疑者的种类 

 
                                                           
76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 杨长慧译 ,《当代护教手

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 年), 第 5 页.  
77   下文(J.2)部分主要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85-87 页.  

有些怀疑者(the skeptic)怀疑基督信仰的

基要教义, 并质疑圣经是信仰与行为的唯一准则

(rule of faith and practice). 此外, 还有下列种类也

可归纳为怀疑者: 
 

1) 不信者(the unbeliever): 他们拒绝基督信仰的

教义或信条(tenets). 
2) 叛道者(the infidel): 他们拒绝和反对神话语

(圣经)的真理.【注: “叛道不忠”(infidelity)是
“忠诚信道”(fidelity)的反义词, 有不信和不忠

之意】  
3) 自然神论者(the deist): 他们承认有神, 但否认

圣经具有神的启示. 
4) 不可知论者(the agnostic): 他们否定任何人知

道, 或可以知道, 到底有没有神. 
5) 自由思想者(the freethinker): 他们拒绝让任何

权威或教条(dogma), 特指基督徒的权威圣经

或教义, 来支配自己的思想, 免得存有“偏见”. 
 

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把怀疑者普遍分为

两大类: 不诚实的怀疑者(Dishonest Skeptic)与真

诚的怀疑者(Sincere Skeptic). 
 
 
(二) 不诚实与真诚的怀疑者 
 

(a)   不诚实的怀疑者 
对于不诚实的怀疑者, 他们支持怀疑主义

(skepticism), 其实只是借此掩盖他继续活在罪中

的生活. 面对这样的人, 更深地探查下去, 就会揭

露他那根深蒂固的罪.  
 
遇到这样的人 , 不要与他们辩论 , 梭陶

(Henry W. Soltau)说得好: “不要向怀疑者(指不诚

实的怀疑者)证明什么, 因为对他们而言, 证据是

没有价值的.” 因此, 只需要听他们想说什么, 然
后引证圣经的经文, 来刺痛他们的良知, 使他们

察觉到自己的罪孽和愚昧(林前 1:18; 3:18; 林后

4:3-4; 来 9:27; 诗 14:1; 可 16:16). 
 
简之, 面对这样的人, 要善用“圣灵的宝

剑”(神的道, 弗 6:17), 继续向他引证圣经的话语, 
并祷告求神用祂的道“刺入和剖开他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来 4:12), 令他良心发现, 感到心扎, 最终

愿意悔改归向神.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6 

   

《家信》: 第 129 期 (2021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Arthur T. Pierson 

(b)   真诚的怀疑者 
对于真诚的怀疑者, 他的困难就是无法相

信. 所以要问他认为“什么是相信?” 然后指出他

对神和祂话语所该有的“信心”(faith), 就如他在日

常生活中, 在工作、社交和家庭里对人所拥有的

信心. 日常生活中与信仰上的信心都有相同的性

质(nature), 不同的是信心的对象(object).  
 
要特别指明一点, 就是“相信一个人”是指

因着那人的品格而接受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引述 
约壹 5:9-10: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

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是为祂儿子作的. 信神儿

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祂心里; 不信神的, 就是将神

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祂儿子作的见证.”  
 
接着, 翻开圣经告诉他神怎样论到罪(约壹

1:8-10; 罗 3:9-23), 以及罪的恶果(约 3:18,19,36), 
并且表明神的爱(约 3:16; 罗 5:6-8)和基督所完成

的赎罪工作(林后 5:21; 彼前 2:24); 再指出救恩的

道路和保障(约 5:24; 约壹 5:13). 告诉那人这是神

要他相信的事. 问他: “神是可靠可信的吗?” “神
会实现祂所应许的吗?” 在此, 你可以分享你自己

的见证, 述说神如何施恩拯救你. 
 
面对认真的怀疑者, 美

国宣道士彼尔森 (Arthur T. 
Pierson)建议以下的方法: 

 
1) 告诉他要查考圣经 ( 约

5:39); 
2) 挑战他自己阅读约翰福音, 

因为圣经本身就具有“神的默示”之标记(约
20:31); 

3) 建议他在私下祷告, 求神光照(太 6:6), 因为

对于那些真诚寻求神的人, 神不会让他失望

(徒 17:27; 来 11:6); 
4) 恳求他把所学到的实践出来(约 7:17), 因为

按照神所赐的亮光行事, 就会领受更多的亮

光(何 6:3); 
5) 当他心中确定后, 便可来到基督面前, 祂必使

他得着安息(太 11:28-30).  
 

彼尔森宣称, 他使用上述的方法, 还没有

失败过(意即那人若真心寻求神, 愿意按此方法去

做, 至终都会信靠基督, 得着灵魂的安息). 

 至于叨雷博士(Dr. Reuben Archer Torrey), 
他采纳发问的方式.  
 
1) 首先, “什么是你所不能相信的?” 这问题的答

案提供你许多有关他所不信的事, 让你找到

开始谈论的话题. 
2)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 这问题可能会让他大

开眼界, 让他领悟到自己的“不信”是没有理

由的, 或不合理的. 
3) 接着问: “你相信有一位真神吗?” 如果他答

“我不信”, 那么就问“你相信祷告的力量吗?” 
他若答“不相信”, 那么就问“你相信圣经中任

何部分所记载的任何事吗?” 如果还是答“不
相信”, 便问“你相信对与错是有绝对的差别

吗?”  
4) 如果他答“我相信”, 那么便问“你有做到你所

相信的吗?”(意即“你有做到你所相信是对的

事吗?”). 这正是问题的真正关键. 使用 约
7:17: “人若立志遵着祂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

这教训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向他指明这是主耶稣的应许, 只要立志遵行

神的旨意, 最终便会晓得真相. 
 

到了这地步, 叨雷就会写了一张字条, 然
后请他签名. 字条上面写着: “我相信对和错是

有绝对的差别. 我因此立志要真诚地查考探究

耶稣基督是否是神的儿子. 我若发现祂是的话, 
我答应要接受祂作我的救主, 并在世人面前承

认祂为我的主.” 过后, 向他读 约 20:31, 要他承

诺每天都读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 许多人借此

方法得到亮光, 最终信主得救. 
 

 虽然如此, 吉布斯正确地提醒道: “再一次, 
我们强调在进行个人布道的工作时, 没有固定的

规则(set rules)可循, 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

的. 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提供上述一些可能有所

帮助的建议. 人类的方程式总是有问题的. 最好

的学习方法是靠经验(亲身体验). 你去做, 你就知

道怎样做; 越做就越完美, 因为熟能生巧. 专家都

是经由不断练习而成, 而一些特殊情况则需要特

别处理(太 17:21).”78    
(文接下期) 

                                                           
78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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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 
 

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一) 

 
编译者注 : 新约圣经中多方教导有关 “长老的职

分”(eldership), 因为按照神的心意, 召会需要有这

职分, 来负起监督和牧养的工作(参 徒 20:17,28; 多
1:5-7; 彼前 5:1-4). 美国的斯特劳奇 (Alexander 
Strauch) 79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 (Biblical 
Eldership)是有关长老职分的佳作.80 斯特劳奇正确

指出, 在召会历史上, 所谓的“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 指奉主名聚会的运动)成功归回圣经的

教导, 恢复了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81 由于篇幅有

                                                           
79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和他的妻子住在美国

卡州(Colorado)小镇, 育有四个女儿. 斯特劳奇是一个满有

恩赐的圣经教师, 在该镇上一个教会(Littleton Bible Chapel)
中作长老服事主超过 40 年, 著有: 《培训长老十二课》、

《培训长老手册》、《新约中的执事》、《接待人的命

令》、《爱的领导: 戚伯门一生属灵教导的功课》、《平

等里有差别》(Men and Women: Equal Yet Different)等. 
80  此书英文原版  Biblical Eldership 已被刘志雄于

2001 年译完, 书名为《按照圣经作长老》. 读者可上网下

载: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 
81   斯特劳奇评论道: “我们必须回到神所赐给我们唯

一的权威根基  —  就是圣经! 召会(教会)的历史提供足够

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人离开圣经之后所带来的大灾难. 奥比

涅(J. H. Merle d’Aubigne, 1794-1872)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宗

历史学家, 他极为准确地说: ‘当我们回顾召会的历史, 随着

世纪的前进, 光和生命就日渐在召会中消逝. 为什么呢? 因
为圣经的火炬日渐昏暗, 而人类权威那种自欺的光辉却日

益增强.’ 正是因为人的自欺, 取代了圣经对长老职分的教

导, 以致于这项真理就消逝了 14 个世纪. 直到宗教改革的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这个颇具影响力的

法国改革宗领袖, 才出来呼吁这方面的恢复. 然而, 在 16 世

纪的努力, 仅达到微小的成就. 因为宗教改革者还未能将人

从神职人员的传统下释放出来. 到了 19 世纪, 乔治·慕勒

(George Muller, 1805-1898)这位以信心著称的孤儿院院长, 
以及其它在英国参与弟兄会(Brethren, 指奉主名聚会)运动

的人们, 才把长老恢复到神在召会中的心意. 同时, 在美国

的宗教改革也尝试恢复这项真理, 但因缺乏系统的解经和

教导, 这项努力成效有限. 因此, 论到新约圣经所教导有关

长老职分的模式, 对大部份基督徒而言, 包括在美国的基督

徒, 都是非常陌生的.” 摘自 Alexander Strauch 所著、刘志

雄所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中的“著者序”. 

限, 我们编译此书的英文简洁版  —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  加添脚注和较长篇的附录后, 
分几期刊登在《家信》季刊中, 好叫更多信徒看清

何谓“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并实践此宝贵真理.82 
 
 
 
 
 
 
 
 
 
 
 
 

(A) 所面对的问题 
 

某次参加一个召会(教会)主办的音乐会时, 
让我在“教会学”(ecclesiology)方面上了一堂富有

洞见的课. 当我走进大厅, 立刻注意到主任牧师

(senior pastor)83和他的职员们(staff)的相片和头

衔. 相片被排列成金字塔的形状, 最上面是主任

牧师, 接下来是三位副牧师(associate pastor), 最
下面是召会其它职员们构成的金字塔底座. 当我

进一步走到教堂的边廊时, 我看到另一个玻璃橱

内陈列着召会长老们的相片和头衔. 我马上想到: 
这真是一个最好的实例, 说明了召会中的长老们

是如何地被推到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 这完全不

符 合 新 约 圣 经 长 老 职 分 的 模 式 (model of 
eldership). 
 

我第一次与召会的长老有接触, 是在我青

少年时期, 正准备接受“坚信礼”(confirmation)的
时候 . 在坚信礼的课程中 , 我和召会的传道人

(minister)谈到我在一年前参加暑期圣经营时归

信基督的经历. 他听了我这年轻人兴奋的见证, 
                                                           
82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

是  ekklêsia {G:1577}, 含有召出(out-calling)之意 , 所以把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召出来

的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词常用来

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 ekklêsia 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她

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召会”在新约圣经

中只用来指“宇宙(普世)性召会”或“地方性召会”, 仅此而已. 
因此,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例如为了辨别某些宗派常用的词

语), 本文将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所著的英文版  —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中的 church 一词译作“召会”. 
83   有关“牧师”(pastor)的译法, 请参本文附录一. 

 
 

Alexander Strauch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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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我去和召会的长老们分享. 当我和长老们谈

到我和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关系时, 长老们竟然哑

口无言, 茫然不知所措. 我从他们的反应看得出

来, 他们根本不明白我所说的. 那次的经历叫我

对召会的长老大失所望. 
 
我第二次与召会长老们接触的经历却大

不相同. 我离开家乡到大学深造时所参加的召会, 
有教导并实践真正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这召会

的长老们认真看待新约圣经所吩咐作长老的资

格, 并积极地牧养神的群羊. 他们提供强有力的

领导, 实行爱心的牧养和管教, 教导纯正的圣经

教义, 并且谦卑舍己, 活出基督徒生活的榜样. 因
此, 他们在召会备受敬重. 这些人令我对召会长

老职分这一题目起了正面的兴趣. 
 

后来去神学院时, 我对长老职分的兴趣受

到严厉挑战. 某次, 在“教会行政”(church polity)的
课程上, 教授顽固的反对长老带领召会(教会)的
观念. 我问教授说, “您对圣经中这么多谈到长老

治会的经节, 有何看法呢?” 他快速地回答, 说: 
“再多的经节也没有用!” 我不敢公开说出我当时

的想法. 我真想问他: “那么, 什么才是有用的呢? 
难道是您心目中那些根本不存在、支持牧师制

度的经节吗?” 这个和其他类似经历让我更确信

长老职分虽是圣经所教导的纯正教义, 却被大部

分的召会所忽视或误解. 
 
数年后, 当我要准备一系列有关召会教义

的讲章时, 我发现找不到任何一本详细讨论长老

职分的书. 我最多找到一些小册子、期刊文章或

书中几章而已, 根本没有以解经式的观点来全面

处理长老职分的书籍. 缺乏这题目的解经是难以

置信的, 因为长老在初期召会负起领导的重要责

任, 又有这么多的经文教导有关长老的事. 这点

最终激起我的渴望, 要写长老职分这一题目. 
 
我不相信圣经中任何重要的教义是可以

被忽略, 或当作不存在的. 然而, 现今

许多召会正是这样地对待长老职分

的圣经教义. 甚至一些有长老的召会, 
其长老也被降低到暂时性的“教会董

事部成员”(church board members)之
一. 这与新约圣经所教导有关牧养召

会的长老模式大不相同. 这样的召会即使有长老, 
也不算是实践那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外表看来,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召会(教会)

实行长老制度, 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圣经的教导.84 
不幸的是, 由于缺乏有关长老职分的正确教导, 
所以大部分有长老带领的召会, 在长老职分方面

也充斥着模糊混乱或不合圣经的想法. 就是这些

有害的错误观念顽强地拦阻了各地召会实行真

正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长老职分这一题目非常

重要, 地方召会不该陷入混淆与错谬的僵局.  
 
简之, 很多召会对长老职分的混淆实在令

人震惊. 为了纠正这方面的错误, 我写了此书  —  
《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紧急呼吁恢复合乎圣经

的召会领导模式》(Biblical Eldership: An Urgent 
Call to Restore Biblical Church Leadership). 有些

召会已有长老, 却误解圣经对长老的特征与要求; 
此书主要是为这样的召会写的. 书中简略地概述

什么是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我期望它会激发你

的兴趣, 去读完这本书, 更重要的是鼓励你去进

一步查考圣经关于长老职分的教义. 毫无疑问, 
还有许多珍贵的真理等待我们去发现. 
 
 
(B) 按圣经解释长老职分 
 

关于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尽管新约圣经

对这方面有这么多的教导, 但它还是被广泛误解. 
即使是那些声称有“复数长老治会”的召会或教会, 
也把长老职分重新定义, 把它原本目的和尊贵职

分给更改, 被那些按立的牧师和他的职员(指所谓

的“教会职员”)所遮盖而黯然失色. 为了澄清合乎

圣经的长老职分, 我把它分成五大特征来阐明: 
 

1) 从事牧养的领导 (pastoral leadership);  
2) 分担工作的领导 (shared leadership); 
3) 男性带领的领导 (male leadership); 
4) 合格领袖的领导 (qualified leadership) 
5) 仆人心态的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84   除了奉主名的众召会 (或称“弟兄会 ”), 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es)、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es)、
基督教 会 (Churches of Christ) 和 为数众多 的浸信会

(Baptist)、灵恩派教会 (charismatic churches)和独立教会

(independent churches)等等, 都有实践某种形式的长老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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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从事牧养的领导 (Pastoral Leadership) 
 

大部分的基督徒一听到召会的长老们, 他
们想到的是官式的委员会, 平信徒的代表们, 在
地方召会中有影响力的人, 或是牧师的顾问们. 
他们认为长老是制定政策, 管理财务、募款, 或
是行政的人员. 他们并不期望长老们教导圣经或

是牧养人的生命. 康斯特克斯(Victor A Constien, 
路德会的职员,《关怀的长老》一书之作者)说明

了对长老角色的一般看法: “长执会的长老们并

不是副牧师, 他们要帮助牧师... 透过主任牧师, 
长老们在教会职员、助理牧师、基督徒教育部

门的主管、传福音者... 中间建立了一个关怀的

连接环. 但更重要的是, 长老们促进并加强了教

会职员(church staff)中工作上的关系.”85 
 

   然而, 这样的观点不仅缺少圣经的支持, 
反而绝对地抵触了圣经的教导. 一个人不须要读

希腊文或受正规的神学训练就能了解这种现代

召会中对长老职分的观念是不符合新约圣经中

的教导. 依照新约圣经中长老职分的观念是: 长
老带领召会, 教导传讲神的话, 保护召会远离假

师傅, 训诫劝勉圣徒们正确的教义, 探望生病的, 
并且定规教义上的争论. 用圣经的术语来说, 长
老们牧养、监督、带领, 并且照顾当地的召会.  
 
   因此, 当保罗和彼得直接劝勉长老们尽上

他们的职分时, 他们都用了牧人的描述. 要注意

的是, 这两位伟大的使徒是将牧养地方召会的职

分托付给长老们, 而不是给个人或其它的团体. 
保罗提醒在亚西亚的长老们, 圣灵立他们作全群

的监督, 目的就是为了要照顾神的召会(徒 20:28). 
彼得劝勉长老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彼前 5:2). 因
此我们必须认定根据使徒们的教导, 基督徒的长

老是群羊的主要牧人, 而不是公司的行政主管, 
或是牧师的顾问. 
 

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徒的

长老们和他们的工作, 我们必须了

解圣经对牧养的描述. 作为羊群的

守望者, 新约圣经中的长老是要保

                                                           
85   Victor A Constien, The Caring Elder: A Training 
Manual for Serving (St. Louis: Concordia, 1986), 第 10 页, 
转引自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第 6 页. 

护、喂养、带领, 并且照顾羊群许多实际的需要. 
让我们从这四方面广义的牧养上的项目来思考

新约圣经中牧人或长老们的榜样、劝勉和教导. 
 

(一)   保护群羊 (Protecting the Flock) 
新约中长老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保

护当地召会免受假师傅之害. 当保罗离开小亚西

亚时, 他召集在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们, 给了临别

的劝戒. 主要的告诫是: 为群羊谨慎  —  豺狼来

了: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 请召会的

长老来…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

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召会, 就是祂

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

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

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

们. 所以你们应当儆醒...”(徒 20:17-31). 
 
依照保罗对长老职分的资格, 一个要成为

长老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圣经知识去驳倒假师傅: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

事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处设立

长老.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坚守所教导真实的道

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

驳倒了”(多 1:5-9).  
 
举例来说, 耶路撒冷召会的长老们和使徒

们一起来判断教义上的错误: “使徒和长老聚会

商议这事(指教义之事)”(徒 15:6). 像使徒们一样, 
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必须有神话语的知识来保护

羊群免受假师傅之害. 
 
  (二)   喂养群羊 (Feeding the Flock) 

不像现代“教会委员会”的长老 (church-
board elders), 所有新约的长老们都必须要能教导

(提前 3:2). 在给提多的书信中, 保罗列举了长老

的资格: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

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 1:9). 在一

篇有关长老的非常重要的讲论中, 保罗提到了一

些在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们配得当地召会

在财物上的敬奉: “那善于管理召会的长老, 当以

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

如此.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 不可笼

住它的嘴’, 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提前
5:17-18)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20.php?section=28#28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Pe_5.php?section=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15.php?section=6#6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Tit_1.php?section=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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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们, 他是在教导他

们有关召会及神丰盛的计划和旨意: “因为神的

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 20:27). 
现在正是长老们要作同样事的时候了, 因为长老

们受命要牧养神的群羊(徒 20:28; 彼前 5:2). 他们

牧羊的任务之一, 就是注意要以神的话来喂养群

羊(参 徒 20: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惠
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基业”).  
 

(三)  带领群羊 (Leading the Flock) 
在圣经的用语中, “牧养”(to shepherd)一个

国家或群体的人, 其意思是治理他们(撒下 5:2; 诗
78:71-72). 根据使徒行传 20 章和彼得前书 5 章, 
长老们牧养神的召会. 因此, 牧养当地的召会也

就是带领召会. 对以弗所的召会, 保罗说“那善于

管理(意指带领、引导、治理)召会的长老, 当以

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提前 5:17; 注: 提摩太前书是

写给当时住在以弗所的提摩太, 参 提前 1:3). 因
此, 长老们负责带领、引导、管理、经营和照顾

神的群羊. 
 
在提多书 1:7, 保罗坚持那将要成为长老

的, 必须在道德和灵性上无可指责, 因为他是“神
的管家”(God’s steward). 管家是“家务事的治理

者”(household manager), 要对主人的仆婢、产业, 
甚至财务负起责任. 长老们是地方召会, 即神的

家务事的管家(注: 神的召会就是“神的家”, 提前
3:15). 

 
长老们也被称作“监督”(overseers), 表明了

他们督导和经营召会的意义. 彼得在劝勉长老时, 
用了监督这个动词: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

的人: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

意照管他们(原文作“监督他们”)”(彼前 5:1-2). 在
这个例子中, 当彼得劝勉长老们尽责时, 他合并

了牧养和监督的观念. 因此, 我们可以说长老们

全部的功用就是牧养和监督神的召会.  
 
(四)   照顾实际的需要 (Practical Needs) 
除了要熟悉有关保护、喂养、引领羊群

等既多方又广大的事项之外, 牧人还要负起实际

照顾羊群多方面不同需要的责任. 例如, 雅各教

导生病的人去找召会的长老: “你们中间有病了

的呢, 他就该请召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

名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雅 5:14). 保罗也劝勉以

弗所的长老照顾那些软弱和需要的信徒: “我凡

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
助软弱的人, 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受更

为有福’ ”(徒 20:35). 
 

作为羊群的牧人(shepherds), 长老们必须

使任何羊的需要得到帮助. 这意味着探望生病的

人、安慰丧家、坚固软弱者、为召会所有的信

徒, 甚至难以相处的信徒祷告; 也要拜访新人、

对订婚、结婚或要离婚者提供咨询; 并且治理会

众当中许许多多日常生活及内在生活的细节.  
 
    (五)   辛勤工作与为主牺牲 (Sacrifice) 

当召会的长老职分被看成是召会中的身

分或委员会的时候, 将会有许多志愿者愿意作长

老. 可是, 当它被看成是一个被要求作牧养工作

时, 就很少人会急着要成为志愿者了. 一般而言, 
没有牧养的长老或好的召会长老的其中一个原

因 是 : 男 人 普 遍 上 在 灵 性 方 面 是 “ 懒 惰

的”(spiritually lazy). 属灵方面的懒惰也是为什么

大部分召会无法建立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之原

因. 男人比较希望别人来替他们尽上属灵的责任, 
即由他们的妻子、神职人员(clergy), 或教会的职

员们(church professionals)来负责. 
 
 然而, 在有名无实的环境里, 不可能有圣

经中所说的长老职分. 在一个没有合乎圣经信仰

的召会中, 就不会有合乎圣经的长老. 要有效率

的发挥圣经的长老职分, 必须有男人肯坚定委身

于主对门徒教导的原则. 圣经的长老职分是依靠

那些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男人(太 6:33). 这
些男人已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成为主耶稣基

督的奴仆(罗 12:1,2), 爱耶稣基督过于一切, 并且

情愿为别人牺牲, 也爱神所爱, 肯自律、舍己、

背起十字架为基督受苦. 
 

有人说: “你不可能期望平信徒要照管家

庭, 整天上班, 又要牧养召会.” 但其实并非不可

能. 许多人照顾家庭和工作, 还能分出许多时间

给社区的服务、俱乐部、运动活动, 以及宗教的

团体. 异端的教派组织或团体建立了很大的平信

徒运动(lay movements), 而它们能存在的主要原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20.php?section=27#27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Jas_5.php?section=14#14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20.php?section=35#35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Mat_6.php?section=33#33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Rom_.php?sectio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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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是因为有教友自愿摆上时间, 为它服务. 反而

是我们这些笃信圣经的基督徒们已变得懒惰、

软弱、拿钱作事的基督徒团体. 一个惊人的事实

是, 有许多人可以成就很大的事, 只要他们有动

机去作他们喜欢的事. 我看过人们用他们休闲的

时间改建房子, 也看到人们在读经上严谨自律, 
并在圣经知识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因此, 真正的问题不在乎人有限的时间和

精力, 而是对工作、基督徒生活、优先次序, 特
别是基督徒的事奉, 有了错误的观念. 保罗对以

弗所的长老们说: “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

的需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作

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 施比受更为有福”(徒
20:34-35). 一个有工作或职业的人怎能牧养召会, 
而又同时维持家庭和工作呢? 他们能做到这点, 
是靠舍己、自律、信心、坚忍、勤奋, 并且倚靠

圣灵的大能 . 著名作家兼温哥华维真神学院

(Regent College)的讲师保罗·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 

 
织帐篷者(tentmakers)若要能在三个全时

间的工作上存活(工作、家庭、服事), 他们

必须过着一个舍己牺牲的生活. 织帐篷者

必须过俭朴的生活, 并且在服事神的节奏

中找到休闲和安息(太 11:29). 他们必须愿

意放弃职业上的成就和私人的休闲, 为要

得到天上的奖赏(腓 3:14). 如果他们能够富

足, 并且有高尚安适的生活, 相信许多人都

愿意成为织帐篷者. 但事实是, 在召会和社

区中有重大意义的服事, 只有借着愿意牺

牲和全然奉献才能达到.”86 
 
 
(B.2)   分担工作的领导 (Shared Leadership) 
 

 对勤读圣经的基督徒而言, 分担工作的领

导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 分担领导的职分根源于

旧约圣经中以色列众长老的设立, 以及主耶稣亲

自建立的使徒职分(apostolate). 有一个非常重要

却常被忽略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主没有指定一个

                                                           
86   R. Paul Stevens, Liberating the Lait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85), 第 147 页. 

人来带领祂的召会. 祂亲自指定并训练十二位使

徒 . 耶稣基督设立了 “召会复数的领导职分” 
(plurality of leadership). 十二位使徒们构成了召

会最初期的领导团队, 一起带领并教导最初的基

督徒团体, 为日后立下可仿效的典范. 十二位使

徒们提供了合一、谦卑、弟兄相爱和分担领导

的最好结构. 
 
 为了减轻十二位

使徒的责任, 他们指定

那七位执事来分配召会

寡妇的供给(徒 6:3-6). 
在此事上, 分担的领导

也是显然易见的. 这七

位 就 是 后 来 执 事 们

(deacons)的榜样 . 没有

任何的迹象显示七人中

谁为首而其它人是他的

助理. 他们是以仆人的

团体来集体服事耶路撒

冷的召会. 根据所有的证据, 执事们也像长老们

一样, 组成了一个集体的领导.  
 
 新约圣经显示了许多初期召会在牧养上

的监督 , 是委托给复数的长老们 (plurality of 
elders). 这对早期在耶路撒冷、犹大和邻近乡镇

的犹太基督徒和许多初期外邦人的召会, 都是真

实的. 很有意思的是, 更正教的基督徒(Protestants)
并不会挑战执事们的复数性而想建立一位单独

的执事; 但他们却反对长老们的复数性(指他们反

对召会有超过一个长老). 奇怪的是, 基督徒们没

有问题接受多数的执事们, 却几乎无理性的害怕

新约圣经中很清楚提到的复数长老职事. 虽然害

怕, 但长老团的复数领导(plurality of leadership)
既是圣经的教导, 就必须像复数的执事(plurality 
of deacons)一样的被遵行与保存下来. 
 

我深信许多基督徒害怕

“ 复 数 长 老 制 ” (plurality of 
elders)的基本原因, 是他们没有

真正了解新约圣经中的观念 , 
或它对地方召会的益处. 新约

圣经的长老职分并不像许多人

认为的, 是一个开放给任何会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Mat_11.php?section=29#29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Phl_3.php?section=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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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高高在上的委员身分. 相反的, 按新约圣经

所教导的长老模式之要求, 长老们在服事前必须

符合特定道德和灵性上的资格(提前 3:1-7). 这些

长老们的资格必须公开地接受召会的检验(提前 
3:10). 他们必须公开地被设立进入事奉 (提前

5:22; 徒 14:23). 他们必须被圣灵催促和感动来行

事(徒 20:28). 最后, 他们必须被全体会众认同、

爱戴和尊敬. 这种会众给予的尊敬, 包含了在财

物上支持那些在传道和教导上有独特恩赐的长

老们, 使得有些长老们可以全职或带职的服事召

会(提前 5:17-18). 因此, 一个符合资格、热心奉

献, 且被圣灵设立的长老团队, 绝不会是一个既

被动又无效率的委员会; 它是一个有效率、可以

带给召会莫大益处的领导结构. 复数的长老团队

有以下特征: (1) 平等的团队;  (2) 平等中的首位. 
 
    (一)   平等的团队 (A Council of Equals) 

由一群长老们组成的治理模式几乎在每

个古代的社会里都可以找到. 它是整本旧约历史

中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管理结构(出 3:16; 结
8:1). 对以色列而言, 一个族长式的部落社会, 长
老制度就像家庭一样的自然. 因此, 当新约圣经

记载保罗, 一个熟悉旧约和犹太文化的犹太人, 
在为他建立的召会指任长老们时(徒 14:23), 它意

味着他在每个地方召会中设立了长老们的团队.  
 
   按定义来说, 长老治理的结构是一个集体

领导的模式. 在其中的每位长老都分担了同等的

地位、权柄和事奉上的责任. 这种领导的结构有

不同的名称. 以现代的用语来说, 它指的是召会

复数的领导(multiple church leadership)、分担的

领导 (shared leadership), 或是团队的领导 (team 
leadership). 在本书中 , 我用这些术语或用语

(terms)作同义字. 集体领导的反义词是单一领导

(unitary leadership), 君主式领导(monarchical rule), 
或一人领导(one-man leadership). 
 

(二)   平等中的首位: 领袖中的领袖 
(First Among a Council of Equals) 
在圣经的长老领导中, 一个非常重要却又

被可怕误解的观念 , 就是“平等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 提前 5:17). 不了解“平等中的首位”
这个观念曾经造成长老领导制在牧养照顾和带

领上没有效率的惨况. 虽然长老们在一起行动, 

并且分担领导召会的权柄和责任, 但他们在恩赐

方面、圣经知识、领导能力、灵命经验或献身

程度上是有不同的. 因此, 那些在长老中特别有

恩赐的领袖或教师, 自然而然就会在这个领导群

体中突显出来. 这就是罗马人所谓的 Primus niter 
pares, 意思为“平等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 
或 Primi niter pares, 意思是“平等中的前几位” 
(first ones among equals). 

 
“平等中的首位”这原则最初出现在主对十

二使徒的身上. 耶稣基督拣选了十二位使徒, 给
了他们讲道和医治的能力, 但却对其中三位  —  
彼得、雅各和约翰 (平等中的前几位, first ones 
among equals)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这三位中, 正如

同在这十二位中, 彼得又显得特别的突出(平等中

的首位, first among equals). 
 

作为一个天生的领

袖、发言人、行动者, 彼
得激励、坚固并点燃了整

个群体. 如果没有彼得, 整
个群体将会减少了效率 . 
当彼得被其它十一位同等

的使徒们环绕时, 他变得

更刚强、更平衡, 并且他

天然的冲动和胆怯也受到

压制. 虽有出众的领导和

说话才能, 彼得并没拥有

高过其它十一位使徒的正式头衔和等级. 他们并

不是他的下属, 他们也不是他的雇员或助手团. 
他并不是使徒们的“主任牧师”(senior pastor). 彼
得只不过是在与他同等的众人当中居首 (first 
among his equals), 这是我们的主亲自认同的. 

 
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 6 章中拣选七个人, 

来减轻他们的工作. 我们从中也观察到上述这种

“在平等中居首位”的领导关系. 腓利和司提反在

其它五位弟兄中是突出的重要角色(徒 6:8-7:60; 
8:4-40; 21:8). 然而, 在所有叙述的记录中, 这两位

并没拥有比其它人更特殊的头衔或身分. 
 
从保罗和巴拿巴两人第一次宣道旅程的

关系中, 我们看到更多有关“在平等中居首位”之
观念的证据 . 保罗和巴拿巴两位都是使徒 (徒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10#10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10#10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20.php?section=28#28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14.php?section=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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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14:4; 15:36-39; 林前 9:1-6), 但保罗显然在

两人中居首, 因为他“说话领首”(the chief speaker, 
徒 14:12), 并且是强有力的领袖. 另一方面, 尽管

保罗明然是两人中较有恩赐的, 他并没有因此比

巴拿巴更高一级; 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也是一

同劳苦的伙伴. 这类相似的关系也存在保罗和同

样是作使徒的西拉之间(帖前 2:6). 
 

最后, “在平等中居首位”的观念在会众对

长老们的敬奉中更清楚地表明出来. 关于对待长

老方面, 保罗给以弗所召会特别的指示: “那善于

管理召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

苦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

上踹谷的时候, 不可笼住它的嘴,’ 又说: ‘工人得

工价是应当的.’ ”(提前 5:17-18). 所有的长老们必

须能够教导圣经, 但并非

所有的长老都想要完全作

讲道和教导的工作. 那些

在教导上有恩赐并且肯花

时间这样做的人, 应该被

当地召会更加倍的敬奉 . 
让我们清楚知道一个事实: 
召会能够成长是有赖于长

老属灵的恩赐, 而非全靠

长老职分的治理形式.  
 
 然而, 这并非意味着在“平等中居首位”的
长老们就要包办所有的思考和作种种决定, 也非

指他们成为“牧师”(pastors)而其它人“只不过是长

老 ” (merely elders). 称 呼 某 位 长 老 为 “ 牧

师”(pastor)而其它的为“长老”(elders), 或称呼一

位长老为“神职人员”(the clergyman)而其它的为

“平信徒长老”(lay elders), 都是不合圣经的. 这样

做并不会产生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反之, 至少

在实际中产生一个超越长老职分之上的职位, 正
如在第二世纪初期导致“监督”和“长老们”的区别

一样(注: 第二世纪初期, “监督”被曲解为比“长
老”更高一等的职分). 
 
 “在平等中居首位”之原则的好处, 是它允

许在长老团队中, 有以恩赐为主的多样功能而不

造成在长老当中出现一个更高一级的职分. 就如

彼得和约翰这样带头的使徒们, 并没有特殊的头

衔, 或与其它使徒们有何正式的分别. 同样的, 收

到加倍敬奉的长老们也同样没有特殊的头衔, 或
更高一级. 因此, 那些劳苦传道和良好治理的长

老们, 用圣经的描述法为“在弟兄中是作首领的” 
(徒 15:22, 注: KJV 译作: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Darby 译为: “leading men among the 
brethren”).87 
 

 
***************************************** 

附录一:   有关“牧师”、长老、监督和牧者 
 

“Pastor”(牧师, 弗 4:11)原文是 poimên . 这字

在新约中出现至少 17 次, 只有在 弗 4:11 译作“牧
师”(pastors), 其他地方都译为“牧人”(约 10:11)、“牧
养的(人)”(太 25:32; 路 2:8)或“牧羊之人”(路 2:18). 换
言之, “牧师”即是“牧者、牧人”(shepherds), 亦是“监
督 ”(overseers / bishops)或 “长老 ”(elders), 因为  徒
20:28 和 彼前 5:2 表明监督/长老的职务是“牧养”(希
腊文: poimainô {G:4165}, 即名词 poimên 的动词).  
 

由此可见, 圣经用这三个名称以三个不同角度

来描述同一个人: 
1) 长老(elder, 希腊文: presbuteros {G:4245}): 强调他

属灵的成熟(spiritual maturity);  
2) 监督(bishop, 希腊文: episkopos {G:1985}): 强调他

属灵的权柄(spiritual authority);  
3) 牧者(pastor / shepherd, 希腊文: poimên {G:4166}):

强调他属灵的能力/事工(spiritual capacity/ ministry).  
 

虽然我们承认有许多真诚爱主的好“牧师”(我
们也为着他们而感谢主), 但几乎所有宗派/公会中所

奉行的“牧师制度”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一般

上更喜欢将 poimên 译作“牧者”, 来辨别新约所教导

的牧者与“牧师制度”中的牧师.88 由于上文英文版的

“pastor”一词几乎都是指宗派牧师制度下的“牧师”, 故
我们将之译作“牧师”一词, 以方便辨别.  

                                                           
87   上 文 编 译 自  Alexander Strauch,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Littleton, CO: Lewis & Roth Publishers, 
1997), 第 3-17 页. 编译者注: 以上译文主要参考和大量采

纳刘志雄在《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的译文. 整体而言, 刘
志雄翻译得很好, 但有一些译文需要修饰. 例如: 刘志雄把

ecclesiology 译作“建筑的安排上”, 但正确译文是“教会学”; 
他也把 plurality of elders 译成“多数的长老”(例如: “在多数

长老领导的系统中…”), 但此译法容易让人误以为所指的

是“一群长老中的多数长老”(与“少数长老”作对比), 所以本

文将之译作“复数的长老”(与“单数”作对比)更贴近原意.  
88   有关“牧师制度”的错误, 请参“ ‘单一牧师制度’是
否合乎圣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
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s_2.php?section=6#6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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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平等团队的益处 

 
  我们已探究了, 按圣经的教导要有复数的长老(超过

一人). 我们在此要进一步思考“复数长老”的益处. 斯特

劳斯(Alexander Strauch)指出, 这样的分担领导形式对召

会、家庭及属灵领袖们都有实际的益处. 
 

(一)   它平衡了人的软弱 
   集体的领导可以帮助召会领袖认知他的错误和

缺陷, 并作出调整以达到平衡. 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

怪癖和缺陷. 我们都有鲁益师(Charles S. Lewis, 1898-
1963)所谓的“致命的缺陷”. 我们可以在别人身上很清楚

地看到这种致命的缺陷, 却往往看不见自己的. 因此, 鲁
益师说, 真正的智慧是了解你也有一种伤害别人、令人

沮丧的致命缺陷; 当你回顾, 所有做过的计划总是因某

某人那致命的缺陷而遭受挫折, 这些缺陷如无可救药的

嫉妒、懒惰、易怒、糊涂、支配人、坏脾气或易变的

性情等等. 
 

你若了解自己与某某人一样, 也是有那些致命

的缺陷, 这是在智慧上迈进了一大步. 正如你的盼望和

计划因别人受挫一般, 别人的盼望和计划也已经一次又

一次的因你受挫. 几乎可以肯定的, 你还是有一些自己

不知道的缺点  —  就像那种叫做“令人不快的口臭”广告

一样  —  除了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口臭, 其它人都知道. 
即使是你以为知道自己的缺陷, 其实还是不完全知道(指
知道得不彻底).  
 

这些致命的缺陷和盲点, 往往扭曲了我们的判

断力. 它们欺骗了我们, 甚至可以毁灭我们. 这对那些有

多方面的才干能力、同时具有吸引力的领袖们来说尤

其真实. 由于看不见自己的缺陷和极端的看法, 加上没

有同辈的人加以纠正, 所以有些很有才干能力的领袖因

此毁了自己. 
 

一个单独高坐在金字塔组织结构顶端的领袖 , 
通常是不会有平衡彼此弱点或长处的机会. 请留意葛林

里夫 (Robert Greenleaf) 在《仆人式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一书中所说的: “成为一个寂寞的、高居塔

顶的领袖是不正常而且会腐败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

是完美的, 我们都需要亲密同僚的影响力, 来帮助和纠

正自己. 当一个人被移到塔顶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不再

有同伴, 只有下属. 甚至一个最率直、最勇敢的下属对

上司的谈话, 也不会像他们与平等同事之间一样, 正常

沟通的模式也变成扭曲的了.” 
 
然而, 在一个团队共同领导的结构里, 不同的成

员可以互相补足, 并且平衡彼此的弱点. 如果一个长老

倾向对人太严厉, 别的长老可以帮助柔和一些. 如果某

个长老怕当面改正别人, 其它长老可以加点压力促使他

采取行动. 比较多着重教义倾向的长老们, 可以加强那

些较多着重人际关系的长老们对真理的认知; 而那些较

注重人际关系和服事倾向的长老们, 则可点燃那些理智

倾向的长老们, 使他们更多地传福音和服事人. 《今日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Today)杂志的编辑赫尔斯

(Erroll Hulse)对此事如此表达:  
 

在团队长老职分中, 可以缓和偏激的主张, 安抚

严厉的判断, 矫正不平衡的教义. 如果一位长老

无论在召会内外表现出对任何人的偏见或不悦, 
其它长老可以矫正并且坚持合理的对待. 如果某

位长老因冒犯者而大发雷霆, 那位冒犯的人可以

向其它长老请求帮助.  
 
   我相信传统召会的牧师们, 如果他们有真正的

同伴可以经常一起彼此纠正, 共同负责的话, 就可以改

进他们的性格和服事. 大部分的牧师都不是有多方面才

干能力的领袖, 他们也不是很适合, 有效率地单独带领

会众. 他们人格上的缺陷和才干上的不足, 造成他们与

会众之间很大的问题和难处. 但是, 如果能够放在一群

够资格的牧者中间, 一位牧者的长处将对召会有重要的

贡献, 并且他的弱点可以被其它牧者的长处所补上.  
 

(二)   减轻工作上的负荷 
分担工作的领导也对减轻繁重的工作很有帮助. 

如果长时间背负繁重的责任和牧养群众的问题还不足

以压倒一个人的话, 那么对付人们的罪行、倾听那看来

永无止境的埋怨和种种苦毒的冲突, 就可以把一个人压

碎; 连强人摩西处在以色列民的压力下, 也几乎软弱求

死(民 11:14-15). 每个曾经遵守圣经和尽责的牧者, 早晚

一定会像摩西一样疲惫不堪, 无法胜任, 甚至想要放弃. 
 

更糟糕的是, 牧师一人独挑大梁的领导体制对

牧者而言, 是既无情又不公平的. 许多过度工作的牧者

们是孤独的, 而召会的会众和委员会却像一群在场边的

批评家, 不停的指指点点. 这是为什么在召会中有那么

多“短期”的牧师的原因之一. 有些的牧师虽然留在召会

中, 却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他们在激烈的交战中疲乏了. 
然而, 在复数长老的领导下, 繁重的牧养生活是由一群

够资格、有功用、作牧养的长老们一起分担. 斯塔伯特

(Bruce Stabbert)说得好: 
 

团队的事奉给每位牧者提供了一群同工牧者 , 
他们可以预期从这些人中得到鼓励和帮助. 所罗

门以诗意更贴切地表达相同概念: “两个人总比

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

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
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胜孤身

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
容易折断”(传 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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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Baron Acton) 

 
 

E. D. Radmacher 

最后, 团队的领导可以让牧养的长老们依照各

人的恩赐发挥功用, 而不是被强迫去作每一件事, 却因

不是多才多艺而导致备受批评.  
 

(三)   提供制衡的正式架构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 (Lord Acton, 1834-

1902)曾说: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这句话在英文是: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注: 他虽是天主教徒, 但他不

忽略教皇的滥权). 因为我们基

督徒相信罪的真实、撒但的邪

恶和人类的败坏, 我们可以充分

了解为何人站在权力的高位上

容易腐败. 事实上, 我们愈了解

圣经中对罪性的教义, 我们就愈

强烈的坚持要有制衡. 圣经中长

老职分的集体领导提供了一个

真正制衡的正式架构. 牧者滥用

权威, 导致许多召会遭殃. 只有

当真正的制衡存在于平等的长

老领导中, 才有望制止这方面的

可怕滥用. 
 
此外, 像弟兄一样共同分担的领导职分, 可以防

止骄傲、贪婪以及“扮演上帝”的弊端. 引用拉德马赫

(Earl D. Radmacher, 美国浸信神学院院长)的话: “领袖们, 
甚至基督徒的领袖, 全都是罪人, 只能不完美的执行神

的旨意. 因此, 复数的领导可以用来彼此‘察验和平衡’, 
并且作为保护, 以防止人要‘扮演神’的倾向.” 

 
地方召会被一个单独的个人所控制, 绝对不是

神的旨意. 牧师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孤单、受过专业训

练、在召会中的圣人, 永远不会真正成为会众的一分子, 
但这种观念是绝对不合圣经的. 不仅这个观念不合圣经, 

它在心理或灵命上也是不健康的. 
论到将召会领导权交在一个牧师

手中的缺陷, 拉德马赫评论道: “平
信徒们... 冷淡是因为他们太忙了. 
他们没时间去操心召会的事. 因此, 
召会的治理就主要的落在牧师手

中. 这对牧师不利, 同时对召会也

不好. 它很容易使牧师产生独裁的

倾向, 而且在他心中培育出对独裁

权力的爱好.” 
 

因此, 我深信神借着复数长老的领导模式, 提供

了一道篱笆作为保护, 来阻挡这些强大的引诱. 一群有

平等权柄的人提供的检验和平衡, 是最健全, 并可带出

如彼得对复数长老所期望的态度: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

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

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

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2-3). 
 

复数长老共同领导的模式也可为地方召会牧者

提供制衡. 召会的领袖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可能懒

惰、健忘、胆怯, 并且太忙以至于不能尽上他们的责任. 
因此, 他们在事奉中须要同工, 同时也要对同工的工作

给予帮助, 彼此制衡. 所有教练都知道, 一起训练的运动

员可以彼此推动, 互相鼓励, 以达到更大的成就. 当其它

人在旁伴跑的时候, 跑步的人会更努力, 跑得更快些. 这
在神的工作方面也同样真实.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

两个两个地差遣祂的门徒出去传道的原因之一(好让两

人能彼此相助, 互相勉励).  
 
如果任凭我们的话, 我们大都会做我们想做的, 

而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或是对别人最好的. 这点在我们

要对付犯错者所带来的压力时, 尤其真实. 因此, 召会的

领袖们需要那种团队领导, 可以提供爱的鼓励和亲密的

制衡, 使他们可以更正确与负责任地完成托付.  
 

(四)   长老团队领导的危险 
是否说分担的领导就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不是! 

在召会中团队的领导方式可能会是非常缓慢, 而且令人

气恼的. 侯司特(D. E. Hoste, 1861-1946)这位接续戴德生

(Hudson Taylor) 接 管 “ 中 国 内 地 会 ”(China Inland 
Mission)、非常老练的人事管理者曾提醒道: “集体领导

所要求的心态和方法, 是与直接管理新人或下属有所不

同.” 分担领导的心态须要很大的耐心、坚忍的祷告、

智慧、自制、谦卑、信任和爱心, 并要真正尊重其他基

督里的肢体所有的恩赐和看法. 有些时候, 集体领导比

起单一领导还要缓慢和困难. 大部分的牧师都情愿单独

作工, 或与在他属下的职员们一起工作. 
 
若没有良好的管理、沟通的原则和清楚的责任

定义, 长老团队领导会变成毫无作为的一盘散沙. 因为

长老职分本身如同会众一样, 就是一个群体, 它必须要

有组织(指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形式加以编制, 例如

某长老负责事务 A、另一长老负责事务 B, 第三位长老

负责事务 C 等等, 但在进行各项事务的过程中, 众长老

彼此相助, 相辅相成, 并且要经常沟通讨论, 使召会各种

事务或事工都有良好进展), 否则它会在缺乏组织、没有

纪律和无目标之间一再的失败. 长老团队的大小影响到

它的组织. 一个有 25 位以上的长老领导团, 比起只有两

个人的长老领导, 一定也须要有更多的组织架构(编译者

注: 但我们也必须谨慎, 勿把召会当作属人的组织或社

团来处理, 因召会其实不是属人的“组织”[organization], 
而是有属灵生命的“生物体”[organism] ).  

 
总括而言, 虽有许多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困难, 但

与一群敬虔的牧者一同为主分担长老的工作, 将给地方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6 

   

《家信》: 第 129 期 (2021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召会带来长远的利益和个人方面的满足. 这点就足以叫

我们轻看它各样的困难和弱点了.89 
 

 
***************************************** 

附录三: “平等中居首位”的原则之益处 
 
(A)  “平等中的首位”之原则 
  “平等中居首位”(first among equals)的原则容

许在长老团中, 有一位具备高度恩赐的领袖可以将神

给他的恩赐完全使用出来. 在许多情况下, 但不是全

部的情况下, 须要会众提供财物上的支持, 以至于这

位有恩赐的弟兄可以花更多时间来服事当地召会. 当
一个人要借着每天的职业来支持他的生活时, 就没有

剩下多少的时间可用来作系统的读经、探望或行政

上的责任. 我无意认为那种自养、或所谓“织帐篷的

长老”是无效率的教师或领袖. 他们大部分确实是, 但
他们奉献于事工上的时间和精力却受到限制. 我们目

前的召会(指斯特劳斯[Alexander Strauch]所参与的召

会)是由几位带职的长老们开始的, 一直成长到两百

多人时, 才有由召会支持的全职长老. 在全职和带职

的长老们配搭之下, 很有效地增进了长老职分的工作

果效, 结果使整个召会蓬勃发展. 
 

依照 提前 5:17 的经文, 加倍的敬奉是特别给

“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 这是因为神命定召会

要借着宣讲圣经得着坚固, 并且防备错误的教训. 因
此, 我们不可忽略照顾那些在神话语上劳苦的人. 正
如圣经所说, 他们是真正“配得加倍的敬奉”. 

 
不仅如此, “平等中的首位”也提供了保护, 免

得高度恩赐的领袖和教师们可能产生的一些普遍利

己、贪婪、不平衡的人格和不圣洁的野心. 一位有卓

越恩赐的领袖或教师, 可以用他所有的热诚和能力来

带领和教导, 正如照圣经所命令的去做(罗 12:7-8), 但
是他必须接受与他同作领袖及教师的同伴进行制衡. 
拒绝弟兄们制衡的基督徒领袖或教师是在自欺, 并且

引向自我毁灭. 一个基督徒领袖若真正了解圣经, 以
及对自己的罪性或软弱有诚实的见解和认知, 就会承

认自己需要同伴来监督, 以保持平衡. 只有独裁者害

怕从敬虔的伙伴而来的制衡. 
 
(B)  “平等中的首位”普遍的陷阱与答案 

由罪人来治理的每一个行政管理体系, 都有危

险! “平等中的首位”之原则也不例外. 有一个真正的

危险就是长老们会把神所给他们去照顾召会属灵的

责任, 放手交给一两位有卓越恩赐的人. 这个危险一

                                                           
89   附录一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二章: 分担的领导”中的资料. 

直存在, 因为人有自私和懒惰的本性, 特别是遇到属

灵的事情时, 巴不得别人可以代劳. 一旦这种情况发

生了, 其他长老就成为顾问, 而“平等中的首位”之观

念, 就变成了“不平等中的首位”, 结果那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便消失了. 
 
“平等中的首位”之原则还有一个危险, 就是会

被一个会支配控制的领袖所误用. 这样的领袖可能专

权于召会的主要事奉, 寻求自己的方式, 排除不同的

意见. 控制性的领袖不要同伴, 他们所要的是“唯唯诺

诺的人”(指没有主意, 只一味附和或恭顺听从的人), 
“不加考虑就同意的人”和“忠诚的跟随者”. 然而, 这些

危险还是可以避免的. 以下是几个建议: 
 

1) 地方召会和领袖们必须对圣经的长老要求非常

的认真. 一个“顽固任性”、“加重担给别人”的人

是不合乎圣经的, 必须从这样的职分中除去(提前

1:7; 彼前 5:3). 而没有作用的长老, 或只是傀儡的

领袖, 也不合于当长老, 必须从这职分中除去(彼
前 5:2). 如果地方召会不能扎实地委任合乎圣经

资格的长老, 她将发现在对付专制暴君或闲懒的

牧人方面, 是无能为力的. 
 

2) 长老们必须是很亲密合作的合一团队, 互相建立

信任和一起成长. 因此, 长老们的聚会(指长老聚

集开会讨论召会的各样事务, 并为召会信徒和各

样事工集体同心的祷告)不单在处理召会事务上

很重要, 并且是一段非常重要, 彼此服事的时间. 
长老团队成功的秘诀是经常长时间, 一起劳苦的

祷告(徒 6:4). 若长老们不能一起在祷告上劳苦, 
他们作为属灵的牧人就无能为力! 古语说: “一起

祷告的长老是同进退的”. 除了长老们的工作以

外, 在一起休闲的交往时间、在建立友情、团队

工作和信任上也是必须的. 萨默尔顿(Summerton)
认为“不管其它事情的压力, 长老们应该拿出时

间一起祷告、彼此交通, 且能一起休闲而没有任

何议事的程序, 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爱的联系, 能
显明在会众面前. 这种爱的联系将会克服那来自

不完美的世界, 以及无可避免的挫伤.” 
 

3) 长老们必须要投入 , 建立彼此的生命 . 那些年

长、较有经验的长老必须培养年轻的长老. 长老

们必须建议疲累的长老同伴有休息的时间. 长老

们也必须为他们自己设立“持续不断的再教育”. 
长老们更须要采取实际的步骤来建立一个具有

效率、富有属灵心志的长老职分, 好让所有长老

一同分担那照管神羊群的重任.90 
                                                           
90   附录二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二章: 分担的领导”中的资料.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Pe_5.php?section=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Pe_5.php?section=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6.php?sectio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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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东 

  话题论坛                           何晓东-  

工人荒 
的问题(上) 

 
编者注: 《工人荒的问题》是何晓东弟兄在 1963 年

所写的, 由香港的“道兴书楼”所出版, 目的是指

出今天教会(召会)缺乏工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91 
何晓东在此书前言写道: “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许多的信徒们都不明白, 什么才是神的工人. 神
的工人不只是少数几个人, 乃是所有的信徒们. 
凡是重生得救的人, 都是神的工人, 没有人能摆

脱这个责任的. 按照经上说: 教会才是训练神工

人最好的地方. 此书已经绝版 30 多年, 感谢主! 
今天又有机会再出版, 证明在这末世是很需要这

一类的信息.” 这一番话是何晓东于 1994 年 6 月

为再版之书《工人荒的问题》所写的前言. 然而, 
到了 2021 年, “工人荒”仍
然是诸多教会(召会)所面

对的问题, 证明何晓东 20
多年前的话依旧实用  —  
“在这末世是很需要这一

类的信息 ”. 故此 , 《家

信》稍加改编后, 在此刊

登这类很需要的信息. 
 
(A)    小引  —  普世都在闹工人荒! 
  

在过去和今天全世界的属灵工场上都在

闹工人荒, 这是一件极严重的事件. 许志文有一

次路过南阳某地, 当地教会听他讲道很受感动, 
希望他能够一直留在那里, 因为那里的教会已经

是 10 多年没有牧人(指牧养召会的“牧者”)了. 苏
佐扬在海外各地布道, 也发现许多的地方没有牧

人和传道人, 负责教会牧养和教导的工作. 李继

圣有一次路过一个地方, 当地的教会要求他去主

持圣餐礼拜, 因为他们的教会里也已经有好多年

没有牧人了. 牧人少、传道少, 教会不能兴旺, 福
                                                           
91   “教会”一词的希腊原文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 故
把“教会”译为“召会”更合原义. 但由于本文摘自何晓东的

文章, 为保留其原貌, 本文保留作者使用的“教会”一词, 也
在编者评注时如此使用, 以便统一. 

音不能传开, 信徒们得不着造就, 这是第一种严

重现象. 
 
 还有一种比较更严重一点的现象, 就是已

经有了牧人的教会, 却有许多牧人不能尽责, 如
果将现在全世界的传道人, 由神亲自来一次甄审

的话, 我相信至少一半以上要淘汰掉的. 许多人

当“传道”(指传道人)并不是真的奉差遣和受托付, 
有的是情感方面的因素, 有的是贪图地位, 和种

种的便利, 有的只是在兴趣之所好. 总而言之, 推
其当传道的动机不外乎有几十种之多. 
 
 在今天美国有许多教会被所谓“新派”(注: 
即不信派)所控制, 传道人自己根本就没有得救, 
马里兰州(Maryland, 或译: 马利南州)有一个礼拜

堂里, 传道人不传福音, 专和一般青年谈男女之

间的事情, 你看可怕不可怕. 作老师的不尽责任

是误人子弟, 作传道的不负责任, 祸可闯大了, 误
人灵魂. 就有许多的人, 由于这种传道人所误, 以
为上上礼拜堂, 做做礼拜就够了, 不明白得救这

件事; 这种事情, 在今天的美国是最普遍的. 
 
       过去中国大陆有一位瑞典来的传道人说: 
“瑞典国家内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 这些都是

自欺欺人的话, 要全国都成为“基督徒”并不难, 只
要政府的首长独裁一点, 下一道命令, 不作基督

徒就会失去国民的资格, 马上一下子全国都变成

基督徒了. 今天那些没有被福音传到的地方固然

是可怜, 但是那些基督教(指 Christianity, 更适切

译作“基督信仰”)很早就被传遍的地方, 却更可怜, 
在里面的人被虚假蒙住了眼睛, 看不见真理. 
 

魔鬼的一套手段是, 对福音没有传过的地

方采取阻挡的办法, 至于对那些教会普遍的地方

却使用另一种战略, 就是鱼目混珠, 使你真假难

分, 糊里糊涂去教会, 不去考虑得救的问题. 这些

人比没有听过福音, 没有去过礼拜堂的人更多上

一层锁链. 没有去过礼拜堂的人, 比较容易接受

福音, 得救的机会也多, 反而是那些“祖传的”, 习
惯去教堂的假信徒, 自己称是基督徒, 所以不再

接受别人向他们传福音. 在美国和欧洲, 几乎每

个人都称呼自己是 Christian (基督徒)、自己是某

某会的教友, 要向这些人传福音, 还要加上一个

分辨真假的工作, 其中困难之多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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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或译: 乔治镇大

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里遇见一位美国女学

生, 她因为在一般美国礼拜堂中实在得不着什么, 
就决定去信亚洲的佛教. 我和她谈论了半天, 也
无法纠正她的错误. 所以今天“工人荒”的问题, 不
单单是在那些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 或已经传过

了但信徒少的地方, 就是那些被称为“基督教的

大本营”  —  欧美各国  —  也一样在闹工人荒, 
甚至于还更严重, 因为魔鬼利用一层“已经是教

友”的壳子, 来抵挡真福音的传入. 在这种地方要

想领一个人归主, 实在比开荒布道领一人归主, 
还要花十倍的力气. 我曾看见有热心爱主的人站

在纽约最热闹的地方向过路的人传福音, 来来往

往的行人只当没有看见一样, 并没有一个人肯留

下来听.  
 
所以我说的“工人荒”, 乃是“真工人荒”(指

真正信主得救的工人之荒), 不是“假工人荒”. 今
天有那么多的假教会、假信徒和假工人! 这实在

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今天神交给我们的工作

是两方面的, 对不信的人, 福音没有被传到的地

方, 我们要传福音, 和在福音已经被传过的地方, 
传真福音, 使人明白真假, 成立合乎圣经真理的

真教会; 前者只是传, 后者不但单单是传, 还要争

战, 这工作实在是艰难困苦的.  
 
(B)    历代支配工人的无形制度 

 

(B.1)   圣品制 
自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以

来, 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总算被除去了许多, 但是

无论如何, 很多年累积起来的错误已经打了很深

的根, 并不是一下子都能除灭干净的. 在更正教

中, 神甫、修女和教皇是没有了, 但是取而代之

的是牧师制度. 更正教里面的牧师, 虽然不像天

主教的神甫那般特殊, 但是仍然脱离不了“圣品

制度”的圈子, 有些守旧一点的教派, 连“主教”都
有. 马丁路德的道理中仍然要信徒常去牧师那里

认罪, 由牧师祷告赦罪, 和天主教里的“告解”一样. 
牧师必须经过多少年的神学教育, 或传道多年, 
经过考试才能被按立; 在教会里, 只有牧师才可

以“施圣餐”、替人施洗、替人证婚、主持丧礼. 
所以牧师虽然不比神甫, 也差不多成为特别阶级

的人物, 人人另眼相看. 在美国, 牧师只要穿着白

领子的黑衬衫, 买火车票可以打折扣, 开汽车犯

法, 可以减轻处罚. 
     

(B.2)   天才制 
许多大布道家、牧师、传道人, 讲道有能

力、有口才, 就被公认为专家, 因为专家是以稀

为贵, 就如一般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

家一样, 不经过多年下苦工, 加上自己的天才(天
赋), 不然是成不了“家”的. 有能力、有口才的大

布道家、奋兴家不多, 自己没有这样天才的信徒, 
自叹不如, 当牧师和作传道的人, 必须要有这种

的天才. 所以传道, 替神做工都应当让那些有天

才的人去干, 信徒只要听听道就行了. 在美国, 每
次开布道大会, 都要以传道人的名和相片来作广

告, 来号召听众的.   
 

(B.3)   兴趣制/志趣制 
志趣(或兴趣)决定每一个人的事业前途, 

如果一个人对科学感兴趣, 将来可以成为一个科

学家; 一个人对文学有兴趣, 将来会成为一个大

作家. 在神的圣工方面, 一般信徒的看法也是一

样, 对传道事业有兴趣, 就进入神学院受造就, 将
来毕业出来好当牧师. 总而言之, 在这世界上, 不
都是科学家, 也不都是文学家, 同样地, 也不都是

牧师和传道, 所以牧师也和其他事业一样, 只限

于几个对神学、传道感兴趣的人的事情.  
 
(B.4)   职业制 

 今天大多数的礼拜堂都是“聘请”牧人(牧
师), 给他多少薪水, 请他来讲道、施圣餐、施洗

和主领其他各种聚会. 至于会务、行政、经济, 
则由长老们负责. 有的礼拜堂, 长老可以干涉牧

人讲道的内容, 因为牧人是他们出钱请来的, 和
雇工一样. 今天美国许多差会, 牧人薪水都很高, 
生活也很舒适, 工作也很轻松.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信徒, 在美国某神学院

受造就, 毕了业以后被派回中国去传道, 拿的是

美金, 住的是差会买的好房子, 隔几年还可以回

美国来一两次, 无怪乎在留学出国潮当中, 有不

少读神学的人, 连传道(指传道人)也在内, 拿到全

部奖学金, 来美国镀金, 将来被差会雇佣. 传道变

成一种“职业”, 今天是普遍的事, 职业的种类繁多, 
传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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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僧侣制 
牧师虽然不像天主教的神甫, 禁止结婚, 

生活管治严格; 但是由于他的身分和教会里的事

工特殊, 所以别人就另眼相看. 在宗教当中, 凡是

那些专门做宗教工作的人物, 一般人都以僧侣的

眼光来看他们(即视他们如同“僧侣”). 所以一般

人对牧师的看法, 也与庙里的和尚相同, 认为当

牧师简直就和出家和尚一样. 因为看破红尘, 或
许是受了些什么刺激, 再不然就是受了什么非凡

号召, 要他走这条路, 和回教教主穆罕默德一样, 
受了特殊的使命. 难怪凡是一提到“奉献自己”四
个字, 就会使人战战兢兢, 想到要他去当牧师.  
 
 前几年在香港, 有一个保险公司的副经理, 
因为儿子在国外读神学, 以至于忧郁成疾, 终于

跳楼自杀. 儿子神学毕业出来, 除了当牧师以外, 
还有什么事可做的呢? 当牧师就是洋和尚, 岂有

不跳楼之理呢!  
 
(B.6)   英雄制 

 由于传道人的天才, 也就产生了英雄制. 
一般“名牧师”和“大传道”, 因为受神的重用, 传道

有能力, 很容易受一般信徒们的拥戴, 把他高高

地举起来, 看作第一重要, 教会里如果少了这一

个大牧师, 就等于群龙无首. 许多信徒都认为教

会里面人多人少, 兴旺不兴旺, 关键完全在于这

位牧师的身上. 牧师讲道好, 教会人也多; 牧师口

才不行. 教会人也就少了. 信徒去聚会目的只是

去听道, 这个礼拜堂牧师讲得不行, 下次不去了, 
再去另外一个有好牧师的礼拜堂. 无形之中, 牧
师便成为教会里独一无二的主要成分, 他能决定

一个教会的兴衰, 于是好牧师就成为所有礼拜堂

争夺的目标了.  
 
 我们从以上六种现实上的情形看起来, 就
可以明白工人荒的真正原因: “圣品制”的存在, 
使信徒自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成为“特殊人物”, 没
有神“特别选召”, 所以就会感觉到传道只是那些

有“特别选召”之人的事. 信徒只要守守教规, 做做

礼拜就够了, 就好像庙里的事有和尚去做, 善男

信女只要去烧烧香, 叩叩头. “天才制”使平信徒深

叹自己没有传道天才 , 所以不够资格向人传

道. 许多的信徒, 不肯向别人传福音, 都是以没有

口才为借口.  

“志趣制”使一般信徒都认为人各有其志, 
那些当传道的人, 因为他们志趣在此. 我虽然也

是基督徒, 但是志趣不一定在传道工作, 所以为

神做工, 只是少数几个有志趣做传道者的事情. 
“职业制”使传道的工作不过只是千万种职业中的

一种而已, 天下没有大多数相同的职业, 所以选

择把传道当职业的人也有限, 职业的目的乃是为

了谋生, 倚靠的乃是薪水, 没有薪水就不能活. 因
此, 传道人如果以职业的眼光看传道圣工, 在量

的方面, 已经是打了一个折扣, 再靠薪水来生活, 
又在质方面再打一个折扣. 世界各地, 除了欧美

以外, 因为信徒少, 奉献不多, 当然以传道来当职

业的人, 也不会多的.  
 

 再说到“僧侣制”, 这些还更严重一点, 有许

多信徒, 他们很热心, 也很爱主. 但是就怕作牧师, 
他们的看法就好像一个佛教徒不一定要去当和

尚一样. 只要虔虔诚诚作一个好基督徒, 不必一

定要去当牧师; 一当了牧师, 什么都完了. 自己的

名誉、地位和事业, 全部都要丢掉, 别人也要对

你另眼相看, 多么难受的一件事! 所以牧师还是

让那些“更清高超俗”的信徒去作.  
 
 至于“英雄制”, 它和“天才制”一样, 人人都

认为成为一个牧师,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神学

院毕业, 还要再多受几年训练, 经过考试才能被

按立为牧师, 其中要花多少的心血, 真是不简单! 
所以产生一位牧师要经过那么多的时间, 花上那

么多的工夫, 难怪在量方面要供不应求了! 
 

有那么多种的原因, 造成过去、现在, 甚
至于将来的工人缺乏 , 单单靠几个热心的传道

人、奋兴家, 到处去跑跑、叫叫是没有用的. 听
的人会这样想, 哪一个卖瓜的人不说自己的瓜甜? 
你既然是当传道的(指传道人), 当然在你的眼光

里, 传道的工作是第一. 所以你尽管叫, 他们还是

觉得没有受到神“特别呼召”, 所以无动于衷, 工人

还是那几个. 这并不是传道人不够热心, 神也并

不是不做工; 神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永不改变

的. 只是人为的一切制度、遗传、风俗和观念, 
甚至于用外邦人拜偶像的办法, 限制了神的工作. 
圣经上的真理, 被人随意乱改, 改得几乎不成原

形, 因此教会起初的工人样式及差遣方式也完全

变了样, 神怎能好好地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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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解决工人荒的问题, 必须要在

基本上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不可. 第一步先要有拆

毁, 然后才能有建造, 旧的没有拆毁干净, 新的是

建造不起来的. 所以工人荒的问题, 不单单只是

今天的问题, 乃是以往、现在, 甚至于将来的问

题.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 什么样

的人才是神的工人, 神的工人是怎么来的? 我们

只有回到圣经里, 看看教会原初的时代, 工人被

差遣的情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上都很清

楚地说出教会里工人的情形, 使徒行传也很清楚

地记载, 原初神是怎样差遣祂的工人出去. 我相

信有不少人要说: 那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不同, 
彼一时, 此一时也. 坏就坏在这一点上, 耶稣基督

是永不改变的, 圣经上的真理也是永不改变. 如
果圣经上的真理是彼一时, 此一时, 那就是说主

耶稣也是彼一时, 此一时了! 以时代的变迁来改

变圣经上的真理, 是过去、现在, 甚至于将来, 教
会工作上失败的一个最大原因! 
  
(C)    教会原初工人的情形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徒 1:8). 这是主耶稣在没

有升天以前, 对门徒所讲的话, 我们都可以看见, 
在那一个时候, 无论是使徒也好、门徒也好, 对
主耶稣钉死、复活和升天的真理都不清楚. 彼得

还问主耶稣是否在那个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徒
1:6), 他们的心仍是属地的, 一天到晚还是犹太国! 
犹太国! 虽然主耶稣对他们讲了那么多的道理, 
他们还是不明白.  
 
 但是当我们一读到使徒行传第 2 章, 情形

就整个改变了! 五旬节那天, 圣灵一降下来, 只是

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前后就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

局面了! 圣灵降了下来, 在这圣灵里面, 还带来许

许多多不同的恩赐, 教会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被建

立起来. 也同时有了教会, 即有了工人, 因为神建

立了教会, 同时也设立了工人.  
 
 这些人都没有进过神学院, 也没有受过大

学教育, 前后只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 圣灵一降

临, 他们就得着能力和恩赐. 可见得能力和恩赐

既然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 就应当直接向神去求, 
神供给祂工人的生活需用, 是借着别人的奉献, 
但是能力和恩赐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 在这一点

上,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我们再看看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 主耶稣

向他显现, 在那个时候, 他只是一个清一色的法

利赛人, 根本就不认识主耶稣. 主耶稣向他显现

时, 他还问: “主啊! 你是谁?” 但是当他一进入大

马色, 经过亚拿尼亚的按手, 受了洗, 和门徒同住

了几天, 马上就能开始讲道, 前后也只不过几天

的工夫. 
 
 照理来

说: 像保罗那

么大的使徒 , 
被神重用 , 在
新约圣经中 , 
他的书信几乎

占了一半, 这样的人至少也得要 5 年以上的神学

教育. 但是仅仅几天, 圣灵充满了他, 同时也把一

切的真理、恩赐和能力充满了他!  
 
 那么也许又有人要说: 因为这些人都是使

徒, 所以有点特殊. 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 2 章

中看见, 那些人聚集在一起祷告, 圣灵降下来, 这
些人不单单是使徒, 也有门徒. 而且在哥林多前

书第 12 章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神借着圣灵, 
不单单是把这些恩赐给使徒们, 也同样地给祂的

教会; 所以一个真正合乎圣经上所说样式的教会, 
这些恩赐都应当有的. 许多人都把天才和恩赐混

为一谈, 这是极大的错误, 天才是自小就有的, 恩
赐是原来没有而由神直接赐下来的, 原来不会讲

其他国的语言, 恩赐一来, 不必学, 就会讲了.    
  
 原来口才不好, 不会讲道, 恩赐一来, 可以

讲道, 特别感动人, 使人得益处. 但是神对于这样

的恩赐, 并不是随随便便乱给的, 否则是白白的

糟蹋. 恩赐乃是给那些热心爱主, 而切慕恩赐的

人(林前 14:1), 不但是如此, 并且还要切切的求, 
他不求, 恩赐是不会自己来的(林前 12:31). 没有

那一个传道人天生就会讲道的, 所以一切恩赐都

是随着圣灵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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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教会是训练工人唯一的地方 
 所谓“训练”乃是指“属灵知识”这一方面. 
神造就祂的工人, 一方面直接启示他, 另一方面

先要使他有属灵知识方面的造就. 这一方面不是

直接由神那里来的, 是要借着别人的教导. 如保

罗教导西拉、提摩太; 巴拿巴教导保罗等等, 等
到保罗在真理知识上有了一个根基以后, 神才能

启示他. 这样的教导时间并不太长; 如使徒行传

13:1, 说出安提阿教会要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在那

时候距离五旬节圣灵降临时, 只有几年工夫, 教
会在各地建立还没有多久, 然而教会里竟有那么

多的工人, 可见圣灵在众教会里设立工人, 是不

受时间限制的. 神今天要用什么人, 立刻就赐给

他恩典去做(但他也必须愿意顺服, 让主使用).   
 
 神训练祂的工

人 , 往往是一边工作 , 
一边学习的, 一方面在

教会里参加事奉, 一方

面在教会里接受教导, 
另一方面和神有交通, 
接受神直接的启示(注: 
指神透过圣灵和圣经

的教导或指引 ). 所以

在使徒那时代, 教会是训练工人唯一的地方. 我
们在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和以弗所书第 2 章, 都看

到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注: 初期教

会有使徒和先知, 但现今召会已没有使徒和先知

的职分了);92 教师的工作就是教导, 教导也是一

件恩赐, 教导属灵的知识.   
 

(C.2)  差遣工人的是圣灵 
 我们从使徒行传第 13 章由第 1 至 4 节可

以看见, 在原初差遣工人的不是教会, 也不是差

会,93 更不是其他什么组织; 差遣工人的乃是圣灵.  
                                                           
92   在新约时代, “神的家”或指“召会”(参 提前 3:15)是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弗 2:20). 既然使徒和先知

是属于“根基”阶段, 召会成立至今大约两千年了, 现今肯定

不属根基阶段, 所以使徒和先知的职分也不再有了(注: 最
后一个使徒是主的门徒约翰, 于主后 100 年左右离世).  
93   这里的“差会“是指所谓的“传道会、宣道会、差传

会”等(英文译作: Missionary Society 或 Mission), 例如: 英
国圣公会差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浸 信 宣 道 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等. 

 圣灵差遣工人出去做工(徒 13:4: “他们既

被圣灵差遣…”), 由教会同工们同心印证, 并不是

教会里人的意思要派某某人出去.94 安提阿教会

的信徒们同心合意祷告后, 然后圣灵才告诉他们, 
要“让”(注: 徒 13:3 的“打发”原文是“释放, 容人离

开”之意)保罗和巴拿巴出去, 并且他们在出去作

工以前, 已经是教会中的工人了. 工人到各地作

工, 生活由神自己负责, 结出果子归给当地的教

会. 保罗并没有在其他地方设立安提阿“分会”, 有
自己留在那里作“分会”的牧人. 工人被差遣出去

只有两种任务: 一种是传扬福音, 帮助建立当地

的教会; 一种是坚固已经建立的教会. 
 

(C.3)   原初教会的工人是神设立的 
 在整本使徒行传里, 没有说到缺乏工人的

事情, 因为凡是一个真正合乎神水准的教会, 教
会一被建立, 工人也同时设立了. 工人被设立和

教会被建立乃是一件事情, 而且是同时的(注: 我
们不否认工人的装备需要时间, 但何晓东弟兄的

重点是: 神必预备所需的工人). 在那时候, 彼得和

约翰等使徒多半都是在耶路撒冷, 保罗和巴拿巴

又是在外边跑, 没有哪一个被派到各地方教会去

负责; 然而, 在使徒行传 9:31 我们看见: “那时, 犹
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建

立;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这样看来, 彼得、约翰、雅各这些有能力

的大使徒又是在耶路撒冷, 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

又是在外边跑, 那么这些平安被建立的教会又有

谁去负责呢? 由此, 我们可以明白, 当时教会工人

都是就地取材的. 神既然在当地建立了祂的教会, 
也同时设立了工人. 自从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

以后, 耶路撒冷的教会受了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撒玛利亚、犹太各地, 这些门徒也

不是牧人, 也不是神学毕业生, 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是普普通通的信徒. 圣经上也没有记载他们的

名, 然而这些人到了一个地方, 向人传福音, 不久, 
信的人多起来, 教会也就被建立. 因为教会被建

立, 神在教会中就设立了工人, 于是这里面有先

知、教师、牧者、传福音的等等, 一样也不缺. 
                                                           
94   圣灵告诉安提阿教会, 要为圣灵“分派”(原文指为了

某种目的而分出来)巴拿巴和保罗去做祂召他们所做的工

(徒 13:2), 于是信徒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表明与

他们认同, 支持他们), 就“打发”(原文意即“释放”)他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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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听了福音悔改的人, 都是真正重生得救

的人, 他们也明白自己乃是教会中的一个肢体, 
都有责任, 大家追求圣灵充满, 和各样恩赐. 
 

(C.4)   原初工人做工乃是为建造教会 
 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也是基督的新妇, 
所以无论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说方言、医

病也好(注: 这两个恩赐是在初期教会中出现的恩

赐之一, 但这属于“神迹性的恩赐”或“证据性的恩

赐”已经停止了),95 都应当是为了建造教会. 保罗

各处奔走, 传扬福音, 并不是“发展他个人的传道

企业”. 他虽然有西拉、提摩太和路加等人作同

工, 但是并没有成立什么“布道团组织”. 你看他的

书信, 除了对提摩太、提多和腓利门个人以外, 
都是对各教会的.  
 
 在拔摩海岛

上, 主耶稣向使徒

约翰显现, 第一件

事情就是要他写信

给那亚细亚七个教会. 因为基督徒不是单独一分

子, 他乃是教会的一个肢体. 所以传福音、作主

工, 如果不是为了建造教会, 乃是“发展个人的传

道事业”, 这工作乃是不完全的. 难怪许多大布道

家, 布了许多次的道, 开了无数次的布道大会, 许
多人悔改, 但是这些人以后往往都不知去向了, 
真是“邻国国民不见少, 寡人之民不见多”的情

形.96 所以只有传福音, 没有建造教会, 就好像许

多木、砖、材料都预备好了, 然而却堆在那里, 
不盖房子, 结果风吹雨打, 都朽坏了. 听了福音悔

改的人, 应该立刻在教会里接受教导, 学习配搭

事奉, 成为一个肢体. 传福音或作任何工, 如果不

是为了建造教会, 效果只不过是暂时的.  

                                                           
95   何晓东在上文写道: “所以无论传福音也好、讲道

也好、说方言、医病也好, 都应当是为了建造教会.” 需要

提醒的是, “说方言”和“医病”(神医)这两个恩赐虽在初期教

会中出现, 但严格来说, 它们属于暂时性的“神迹性的恩赐”
或“证据性的恩赐”(sign gifts), 不是恒久性的“造就性的恩

赐”, 所以这两个恩赐早已停止了. 有关方言恩赐的停止, 请
参家信文章: “圣灵论(三): 圣灵的工作(下)” [注: 特请留意

附录一和附录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下/ . 
96   “邻国国民不见少, 寡人之民不见多”也可说成“邻
国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出自《寡人之于国也》), 
其意思是邻国的百姓并不见减少, 我的百姓不见增多. 

(C.5)   原初教会每一个圣徒都是工人 
 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所说的话, 
不是对那些立志献身作主工人说的, 也不是对一

般神学院学生说的, 也不是对一般牧师传道说的; 
乃是对“所有的信徒”说的(参 林前 1:2: “写信给

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

召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

之名的人”).  
 
 保罗在该书(第 12 章)最后一节说: “你们

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林前 12:31). 这“你
们”两个字乃包括所有的信徒; 既然每一个基督

徒都是一个肢体, 肢体必须要发挥功用. 任何肢

体都有它本身的功用. 所以信徒既然是一个肢体, 
他也就是一个工人了, 所以身体既然没有“特别

肢体”与“平肢体”(普通肢体)之分, 教会里也不该

有“平信徒”和“事奉工人”之分.97  
(文接下期) 

 

*********************************************** 
附录:   作者何晓东简介 

 
 何晓东弟兄原籍福建福州, 1926 年 4 月 22
日生于上海. 他家族显赫, 父亲是曾任中国陆海军

元帅的张作霖之秘书. 他虽然成长在佛道二教背景

的家庭, 却蒙恩得认识基督. 1949 年随父亲移居台

湾, 读书期间, 一位基督徒同学领他参加教会聚会. 
翌年, 就在台北南海路基督徒聚会处(注: 此聚会处

的开拓者是我们敬重的李继圣弟兄),98 因听福音受

感决志信主. 信主后第二年(1951 年), 在计志文牧

师主领的奋兴会中, 蒙召献身, 一生为主所用. 在美

国留学期间, 他开始投稿基督徒刊物, 并写小册子

帮助慕道朋友与初信徒. 继后又写了许多栽培灵命

的信息, 和 30 多首圣诗, 又翻译不少英文见证书籍. 
其《不灭的灯火》更获得台湾 80 年度人文类图书

金鼎奖. 何弟兄从事文宣 40 多年, 出版了 130 多本

著作, 他文字宣道所撒的福音种子遍满全地, 结果

累累.99   

                                                           
97   上文改编自何晓东所著的《工人荒的问题》, 参
http://www.found-treasure.org/cht/hht/hht003/pagehht003.htm 
注: 上文改编自第一和第二篇, 下期将刊登第三至第五篇.  
98  有关台北南海路基督徒聚会处的开拓者 , 请参
http://www.taipeiassembly.org/tpi/modules/tadnews/index.ph
p?nsn=271 【“认识肢体: 李继圣弟兄”】. 
99   以上附录摘自 何晓东著, 《何晓东拾珍集(1)》(香
港九龙: 拾珍出版社, 2018 年), 封面后页资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下/
http://www.found-treasure.org/cht/hht/hht003/pagehht003.htm
http://www.taipeiassembly.org/tpi/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71
http://www.taipeiassembly.org/tpi/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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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八) 

 

 
编者注 : 我们必须重视“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英 文 有 时 称 之 为 Expository 
Sermons), 因为它是圣灵使用来复兴和造就召

会的一种讲道方式.100 赖若瀚在其著作《食

经讲道》一书提出释经讲道的十大步骤(参本

文附录). 我们已在前七

期《家信》探讨释经讲

道的第一至第七步骤

(即选取经文、解释经

文、找出主题、写下大

纲、加插例证、遣词用

字和会众情况). 现在让

我们进一步讨论第八步

骤  —  列出应用.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八:   列出应用 
 
 所讲的道若没有应用, 就失去讲道的重要

目的  —  改变生命. 史道卫(Joseph M. Stowell III)
正确表示: “讲道若只为了传讲知识, 那么其内容

是可预期而不具威胁性的. 讲道若要改变人的生

命, 则是高难度甚至高风险的事. 然而, 更新生命

是讲道的核心. 一篇有效的讲道, 不在乎讲者如

何巧妙地遣词用字, 而是要看讲道者怎样用神的

话来连接听众.” 简之, 讲道须有应用, 改变生命. 
                                                           
100   鲍曼(Daniel Baumann)在《当代传道入门》中指出, 
“释经讲道是根据一段至少两节的经文, 讲道的主题与主要

的分段都从经文而来. 经文的中心思想只出自经文, 并不倚

重其他的经文. 讲道(指释经讲道)本身具有一个主题, 而且

尝试要表达一个从古至今都真确无误的信息. 它不是逐节

地解经, 亦不是纯粹解经或是将个别主题中的不同思想放

在一起. 信息有一个单独主题, 是从经文而出的.”  

赖若瀚也贴切指出, 缺乏应用的讲道, 就
像菜肴只注意盘饰, 却缺乏营养; 或只详细讲解

营养学, 却不下厨动手煮来吃; 又或是只提供无

谓的零食, 没有端上健康的食物. 一个饥饿的人, 
不需要别人向他解释食物的营养成分, 也不须去

了解烹饪常识和过程, 他只需要真正的食物可以

裹腹. 讲道的目的是要满足人饥饿的心灵, 不能

只停留在传递知识.   
 
讲台上冗长的讲解, 往往只在最后交待几

点应用就草草结束. 这种与生活脱节的讲道, 诚
如“鸣的锣, 响的钹”, 只听雷声响, 不见雨下来. 面
对瞬息万变的世代, 如何能在讲台上坚守信仰, 
又能传递有时代感、具透析力的信息呢? 在讲道

中带领信徒与神相遇, 了解神的心意, 并活现基

督, 是十分重要而又极不容易的事. 应用的困难

在于会众各有不同的处境, 而传道者受限于个人

的经验以及对时事的接触, 难以“搭桥”到会众中

间.101 因此, 传道者必须力求提高讲道的实用性.  
 
 赖若瀚在《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

了有关“有益健康”的“应用实践”. 我们在下文将

之内容简略讲解:102  
 

1. 应用的重要性 
2. 应用常被忽略 
3. 应用的守则 
4. 应用的策略 

 
 

(一) 应用的重要性 
 

赖若瀚指出, 人们每天面对各式各样的挑

战, 生活上的压力催逼信徒从信仰中寻求力量与

出路. 信仰断然不是人生的点缀, 它应该为信徒

提供实存人生中的出路和种种的动力, 产生改变

人心、影响生命的果效.  
 
为何在讲道中必须提出应用的方案与策

略呢? 赖若瀚举出下列各项原因.    
 
                                                           
101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册》

(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14 年), 第 363 页. 
102   下文主要改编自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
代释经讲道手册》, 第 364-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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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uce Wilkinson 

(a) 耶稣基督强调应用 
 

主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传讲第一篇信息, 在
读完以赛亚书 61:1-2 之后, 祂说: “今天这经应验

在你们耳中了”(路 4:21). 讲道完毕, 有人称赞祂

(路 4:22), 但也有人要赶祂出城 , 推祂下山(路
4:28-29), 可见他的讲道在引发回响之外, 更带来

强烈的反应. 主耶稣的讲道不会不痛不痒, 听者

不是赞成祂, 就是反对祂, 很难无动于衷. 召会中

的讲道若不能改变人的生命, 会众经年累月的听

道, 机械般的来去, 来听道前与回去后还是同一

个样子, 有什么益处呢? 
 
在结束登山宝训前, 主耶稣用智慧聪明和

愚拙无知之人的对比, 来说明两者的分别. 祂指

出, 智慧人听道后去实行, 如在磐石上建造房屋, 
根基稳固,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

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 7:25); 愚拙

人听道后没有实行, 如在沙土上建造房屋, 至终

倒塌,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

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

大”(太 7:27). 请注意

众人听了登山宝训

后的反应 : “众人都

希奇祂的教训; 因为

祂教训他们, 正像有

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

的文士”(太 7:28-29).  
 
在大使命的

吩咐中(太 28:18-19), 
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 要使万民作门徒, 学习并

遵守主的话 . 这节的 “ 遵守 ”(希腊文 : têreô 
{G:5083})一词有“看守、保存”的意思, 重点在

“遵守”与“履行”. 这希腊字用来指: 要遵守律法

(雅 2:10)【注: 基督徒当守的是道德上的律法 [如
爱神、爱人、孝敬父母、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等等], 而非如守安息日、献牲祭等等礼仪上的律
法】、遵守吩咐 (太 20:20)、遵守安息日 (约
9:16) 、遵守遗传 ( 可 7:9), 与遵守诫命 ( 约
14:15,21;  15:10)等. 希腊字 têreô 一词在新约圣

经中出现超过 70 次, 有半数以上是上列的意义, 
可见它是一个行动词(表示必须有所“行动”, 来
“应用”所听所学之道). 

“要遵守”表明心中受感, 然后付上代价, 践
信于行. 讲道的目的应配合大使命, 引领各人作

门徒, 使他们学习并遵守主的话. 

 
(b) 圣经作者注重应用 

 
威尔金森(Dr. Bruce Wilkinson)在所著的

《七个给学习者的定律》 (Seven Laws of the 
Learner)一书中发表统计, 
指出保罗写作罗马书, 内
容讲解与应用各半(注: 第
6 至 8 章也可归在应用的

部分); 以弗所书也是平分

秋色(前三章是教义性的

真理, 后三章是实际性的

应用). 此外, 应用在彼得

前书有六成(60%是应用), 
雅各书最多, 多达八成(80%). 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是六成五(65%), 马可楼的“临别讲论”(指约翰福

音第 13 至 16 章)更有大部分是应用, 可见主耶稣

是“应用之王”. 另外, 威尔金森又指出美国好几位

被主重用的讲员, 如慕迪(D. L. Moody)、司蕴道

(Charles Swindoll)、斯坦利(Charles Stanley)、韩

君时(Howard Hendricks)等, 他们的讲章至少一半

是应用.  
 
赖若瀚承认道: “当然, 如何区分解释与应

用, 见仁见智, 各人都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例如按

传统的划分, 认为罗马书的前 11 章是解释, 后 5
章是应用. 但无论如何计算, 都证明圣经作者在

阐释真理之后, 非常注重教义在生活上的实践.  
 
“我建议最好的分配比例, 是解释与应用

各半或六四分账. 教义性较重的经文, 可以解释

六成(60%), 应用四成(40%); 而实用性较强的, 则
可应用六成(60%), 解释四成(40%). 虽然如此区

分不容易清晰界定, 但大致给讲道者一个基本概

念, 预备讲道时便更有方向. 

 
(c) 圣经写作为了应用 

 
讲道的目的, 应该与圣经写作的目的相同, 

就是保罗所说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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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
3:16-17). 

 
圣经是一张“人生地图”, 讲道的目的是展

示这章地图. 好知道如何走合神心意的道路. 只
有这样, 讲道信息才不至于停留在圣经中历史性

的教训, 可以径直切入信徒具体的生活. 
 
既然圣经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命, 而

释经讲道是要传递圣经的真理, 所以释经讲道的

主要目的, 就是要以传递圣经真理来改变生命. 
这项“三段论证”(syllogism)103应该是极为清楚明

确了(参以下三段论证).  
 
1. 大前提: 圣经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命 
2. 小前提: 释经讲道是要传递圣经的真理 
3. 结论: 释经讲道是要以传递圣经真理来改变生命 

  
保罗说出圣经四项改变生命的功能: “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与“教导人学义”. 保罗

向来讲究用词, 字字珠玑(指言简意深, 凝炼有力). 
细察之下, 这四个词语可以分成两组: “教训”与
“督责”两个一组, 强调教义上的功能; “使人归正”
与“教导人学义”两个一组, 指出道德上的效用. 不
少教会的信条根据这两节经文, 总结了圣经写作

的目的为“圣经是信徒信仰与行为的最高准则”. 
 
这四个词语, 又可以用交叉平行的文学方

式予以分析, 分为 “正、反、反 1、正 1”三方面.  
 

(c.1)   圣经在信仰上的益处 
  “正”  —  “教训”是指信仰上的教导. 我们

怎知道耶稣基督是童女马利亚生的呢? 因为圣经

如此说! 为什么相信死后的身体将来要复活呢? 
因为圣经如此说! 当撒玛利亚妇人认识主耶稣的

“弥赛亚”身分后, 她的人生立刻经历翻天覆地的

改变. 今日的召会(教会)若不在信仰上下功夫, 被
异教之风一吹, 就会摇摆不定. 圣经必须成为召

会教导事工的核心教材. 

                                                           
103   “三段论”(syllogism, 也称: 三段论法、三段论式、

三段论证)在传统逻辑中, 是在其中一个命题(即“结论”)必
然地从另外两个命题(叫做“前提”)中得出的一种推论【注: 
前两个命题被分别称为“大前提”和“小前提”, 第三个命题

(即最后的命题)被称为“结论”】. 

“反”  —  “督责”是信仰上的提醒. 因为假

师傅在召会内外欺骗和迷惑人, 使人背离正道, 
所以, 对于那些已被蒙蔽的人, 必须用圣经的教

训“督责”他们, 让他们知道错谬, 得以迷途知返. 
特别对于具有异端信仰背景的信徒, 须用神的话

语来纠正他们被扭曲的信念, 让他们得知圣言的

教导而弃假归真. 
 

(c.2)   圣经在生活上的益处 
  “反 1”  —  “使人归正”是行为上的矫正. 
圣经如同明灯显明人心中的恶念, 并引导人回归. 
如圣经说: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
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弗 4:28). 
强盗要悔改, 小偷同时也要悔改. 那么, 不是强盗

又不是小偷的, 要不要悔改呢? 如果我们窃取过

公司的时间, 拿过公司的文具, 不曾尊重智慧财

产权, 就都要悔改. 另外, 不劳而获, 路上拾遗, 算
不算是偷盗呢? 也值得省思. 但经文的总意是叫

我们不要贪图不义之财, 要自食其力, 并要改变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重视与别人分享所有.  
 
 “正 1”  —  “教导人学义”是行为上的引导. 
圣经不但引导人回归正路, 更指示义路让人走在

其中. “学义”是行为上彰显主耶稣救赎生命的公

义, 与中国传统中的“仁义”有别. 
 
 基于上述的理解, 在应用时必须经常注意

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1) 要相信哪些正确的信念?  —  “教训”的目的 
2) 要矫正哪些错谬的信念?  —  “督责”的目的 
3) 要摒弃哪些错谬的行为?  —  “使人归正” 
4) 要追求哪些正确的行为?  —  “教导人学义” 
 
 “教训” (doctrine) 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 
 “督责” (reproof) 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 
 “归正” (correction) 告诉我们如何行得正确 
 “教导” (instruction) 告诉我们如何保持正确104 
 

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归纳, 主耶稣在大马

色的路上向扫罗显现, 扫罗问了两个问题: “主啊, 

                                                           
104   这四个重点在英文是 : Doctrine tells us what is 
right; reproof tells us what is wrong; correction tells us how 
to get right; instruction tells us how to sta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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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M. Stowell III 

 
 

Dr. Bryan Chapell 

祢是谁?”(徒 22:8), 是对象与信念的问题; 然后再

问: “主啊, 我当做什么?”(徒 22:10), 是行动与应

用的问题. 两者缺一不可. 

 
(d) 属灵争战需要应用 

 
我们信主之后, 便进

入一场思想战. 我们的文化

与思想形式已被撒但攻占, 
成了他的营垒(林后 10:4-5). 
然而, 有些传道者一直悠游

自在地传达信徒一个信念  
—  我们周围世俗的思想潮流都是美好的, 导致

信徒缺乏争战的迫切感.  
 

(d.1)   从思想与信念开始 
  “信念”包括一个人的观念、认知与假设. 
若要改变行为, 必须从改变“信念”开始. 当然, 有
些人会因一时冲动做出傻事, 或偶然被过犯所胜, 
但大部分的行动是基于信念而来: 我们所做的

事、所犯的罪, 背后都受到某些信念牵制. 若不

先改变信念, 再多的建议都如同坟墓外表的粉饰, 
不能改变坟墓里的死寂. 
 
 因此, 讲道要强调正确的信念、思想与价

值观, 然后行动上才会有调整. 这样做正是配合

圣经写作的四大目的 : 教训 (doctrine)、督责

(reproof), 然后才使人归正(correction)、教导人学

义(instruction). 
 

(d.2)   更新属灵的价值观 
  圣经的信息可以直

接矫正错谬的价值观, 并
指出属天的、正确的价值

观. 传道者应该将听众从

错谬的价值观转移到正确

的 价 值 观 去 . 史 道 卫

(Joseph M. Stowell III)对
“有效领导”(The Effective 
Leader)作以下的定义: “将人从自己的道路转向

神的道路; 从他们的思想到神的思想; 从受伤到

医治; 从失望到盼望; 从服事短暂的欲望与世界

的宴乐, 到为永恒热切付出.” 
 

 传道者要经常寻思: “这段经文教导哪些

属灵的价值观?” “当今的社会与文化如何传达相

反的价值观?” “这次讲道将如何指出、解释并印

证属灵的价值观?” “讲道如何针对文化潮流的相

反价值观?” “如何鼓励信徒转向活出神的道路与

思想?” 先着手改变信念, 正是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吴思源在 2012 年的“讲坛事奉”研习会上

指出, “破与立”是讲道的关键, 参照耶稣基督的讲

道, 几乎都存在很多“破与立”. 他说: “讲道要‘破’
除会众的迷思和自以为

是 , 再建‘立’他们的信

心、行事准则及人生方

向 .” 他坦言要做好“破
与立”, 须要按时分粮.  
 
 “破与立”, 按美

国的柴培尔 (Dr. Bryan 
Chapell)的讲法, 是要找

出人的堕落要素, 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将
人带回神的心意中. 因此, 在“破与立”之间, 讲道

自然是场争战. 介入这场争战充满挑战, 甚至会

使人疲累, 绝不轻松, 讲道者必须要有万全准备. 
 

(d.3)   引领人悔改回转 
  圣经常提到“悔改”(repentance). “悔改”的
基本意义是“心意回转”, 
在思想与行为上作出 180
度的转变, 回归到神心意

的路上. 这词给人十分严

肃的第一个印象. 有人认

为信徒信主之时, 要悔改

认罪, 但信主之后就不须

再悔改了. 其实, 信徒在

信主之后, 仍然常常需要

神的话语领我们认罪, 重
新归向神.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若错过出口, 最佳策

略是在下一个出口“回过头来”, 走回正路. 否则, 
便会越走越远, 走更多“冤枉路”. 在属灵的路上若

是走迷路、走错路、走歪路, 或是偏行己路的时

候, 要怎样反应呢? 当然是立刻回头, 走回正路, 
这是“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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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R. Veerman 

(二) 应用常被忽略 
 

应用是那么重要, 但为什么在今天的讲台

上, 却是常被忽略呢? 这往往是因为以下的原因: 

 
(a) 知识重于实践 

 
讲道者若只看讲道为学术研究, 自然会忽

略应用. 在没有足够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就会忘

掉这个部分. 但须知道, 讲道的真正目的, 绝不是

让传道人发表他钻研圣经语句文词的心得. 除非

我们看重弟兄姐妹的生活处境, 迫切为他们思考

神的话语当如何落实, 讲道便触碰不到信徒生活

的频率, 更谈不上影响别人的生命. 

 
(b) 会众知所适从 

 
听众或会众是否能听到真理信息之后, 便

知道对号入座(比喻把自己同有关的人或事物对

照联系起来), 举一反三地去应用呢? “不一定,” 
赖若瀚答道, “因为人基本上是耽于逸乐而有惰

性, 不愿意自动自觉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 多
数的信徒到教会来都是例行公事, 按多年的习惯

而行. 他们听道, 并不是要热切地将神的话语应

用与实行.” 
 
美国的基督徒作家

威门 (David R. Veerman, 
或称: Dave Veerman)说得

好: “过去, 我假定听众自

己会将听道的学习与生活

自动挂钩, 这又是个常见

的错误. 我们都不想低估

轻视听众的智慧, 所以我们搭建圣经故事的架构, 
加上神学的洞见, 或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然后就

任由他们自己发挥. 但我气馁地发现, 大多数人

的思想跳不过(跨不过)这个门槛. 会众不愿意被

灌喂婴儿食物, 但他们的确需要有人带领.”  

 
(c) 圣灵感动带领 

 
讲员常作的错误预设, 是以为自己只须点

出真理, 圣灵自然会跟进、感动与带领. 不错, 圣

灵在讲道上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圣灵必定

会亲自动工. 然而, 教导信徒怎样将圣经中的信

息, 应用在现实世界的生活处境中, 却是讲道者

的责任, 不能全推给圣灵.  
 

“今日召会的讲台 — 再思现今召会的讲

道”一文中指出, 有人强调说: “既然讲道全靠神, 
那就不用作太多的准备, 甚至不必准备, 让圣灵

带领就行!” 针对此事, 某位在奉主名聚会中、神

所重用的仆人给予适切的答案. 这位老前辈提醒

讲道者该做的是: “他为所要讲的信息祷告, 仿佛

一切都有赖于神; 他准备所要讲的信息, 仿佛一

切都有赖于他本身; 他传讲信息, 仿佛一切都有

赖于听众.”105 换言之, 讲道者不可忽略本身该做

的准备, 并要帮助听众能够听得明白, 得以应用. 
 

神曾借着耶利米责备

当时的假先知, 说: “我没有

打发那些先知, 他们竟自奔

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

竟自预言. 他们若是站在我

的会中, 就必使我的百姓听

我的话, 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

恶”(耶 23:21-22). 由此可见, 神的仆人要用神的

话语带领百姓离开恶道, 这是责无旁贷的(意指属

于自己应尽的责任, 不能推卸给别人). 

 
(d) 应用带来威胁 

 
影响讲道者不在应用方面多下功夫的另

一个原因, 是应用给听众或会众带来威胁和压力, 
所以最好不要涉入太深, 不要太“直接”, 免得引人

反感. 会众之中若有人担负罪恶, 但执迷不悟, 屡
劝不改, 如果讲员基于真理屡加责备, 可能对方

老羞成怒, 传道者最终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难怪

有者说: “讲道若要改变生命, 是高难度甚至高风

险的事.” 

                                                           
105  这句话在英文是: “He PRAY over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God. He PREPARE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him. 
He PREACH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the listener.” 引自“今日召会的讲台 — 再思现今召会

的讲道”,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今日召

会的讲台-再思现今召会的讲道/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今日召会的讲台-再思现今召会的讲道/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今日召会的讲台-再思现今召会的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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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讲者不能只是建议讲道的应用

部分, 自己却不去实践. 讲者必须自己带头身体

力行, 才能推动、激励和感召其他人一同去实践. 
例如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方面, 尼希米以身作

则, 自己积极参与重建的工作, 用自己的行动为

别人作出美好的榜样, 结果成功激发其他人, 也
积极投入重建城墙的工程.   

 
(e) 被人视为肤浅 

 
只知注重学术研究的传道者, 追求高言大

智的讲论, 认为讲道信息涉及太多实际应用是

“肤浅”的表现. 威门指出: “有些传道者会不自觉

地想要显扬自己的神学知识、原文造诣, 当会众

们正等着改变生命的挑战时, 传道者却只顾分解

神学重点, 推敲研讨语源学, 或考量经文的背景, 
忽略了信徒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和挣扎!”106 

 
主耶稣时代的文士与法利赛人是最好的

例子. 他们圣经知识丰富, 行为却接不上轨. “他
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

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太 23:4). 他们患上了职业病, 
对神的话语麻木不仁. 为什么知道得多的人往往

实行得少呢? 为什么有知识却不能产生力量呢? 
为什么一些常到教会的人却不能活出基督的生

命呢? 是不是习惯使然, 使我们不能对所听到的

真道有所反应? 
 
讲道的应用部分, 不仅是加上在信息之后

的一些点缀而已. 如何把一段经文应用在 21 世

纪的社会及文化处境, 并且针对时代而作出阐释, 
引导信徒看见一项真理在当今的生活中的应用, 
是讲道的核心任务. 

 
(f) 讲者忽略应用 

 
无可否认, 传道者的生命必须与讲道相配, 

践行自己所宣讲的真理. 如果圣经真理无法影响

传道者一己的生活、价值观、灵命与态度, 那他

                                                           
106   威门, “内在的应用  —  找出经文要求之实际回应

的方法”, 载《讲道者工作坊》, 罗宾森、拉逊编, 林成荫、

吕允智译 (美国: 更新传道会, 2010), 第 358-359 页, 转引自

《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册》, 第 372 页.  

就不能期待听众或会众也化真理为行动. 传道者

是他传讲真理的最佳典范. 
 
传道者在会众面前, 必须是信息的真实体

现. 要自己先行实践, 然后才应用到听众身上. 传
道者就像导游, 自己亲身行过的路, 有了认识与

体验, 才可以引导其他人前去. 若我们本身也对

神的道冷冷淡淡, 不作反应, 又如何让弟兄姐妹

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呢? 
 
史道卫(J. Stowell III)指出, 传道者必须注

意培养四种增强讲道动力的要素: (1) 用生命传

讲信息; (2) 按照经文改变生命的目的来传讲信

息; (3) 针对实际生活的经历来设计应用的部分; 
(4) 把预备好的内容加上清晰的方法来提供会众

应用. 
 
 

(三) 应用的守则 
 

传道者要经常问自己怎样将这信息带进

听众的生命中, 与他们的生活打成一片呢? 答案

是要诠释圣经, 诠释听众, 也要诠释时代; 就如林

语堂先生说的:107 “智者阅读群书, 亦阅历人生.” 
读书、阅人之外, 同时也了解天下事, 对有效的

讲道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a) 基于经文正解 

 
解释是应用的基础. 没有正意的解释, 何

来精确的应用? 解释与应用性质虽然不同, 却是

息息相关. 若只是为了应用而讲道, 会众所得的

就只是应用, 亦即一些生活上的常识或建议, 这
与聆听励志演讲所得的没有两样. 甚至在佛堂集

会或宗亲会的演讲中, 也可能听到类似的感人故

事、例证或警句. 但这些没有圣经的经文作为基

础的应用, 缺乏权威性. 因此, 应用须有圣经的正

解(正意的解释)为支持. 神的道是活泼的, 深切影

响人心, 千万不要低估神话语的力量.  
 

                                                           
107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

翻译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 获哈佛大学文学

硕士, 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厦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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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同样重要的是, 讲道者不能将信息

只停留在圣经的正解中. 大卫·拉森(或译“拉逊”, 
David Larson)说得好: “只为讲解圣经而一直停留

在经文中, 并非真正按圣经而行.” 

 
(b) 先从大处着眼 

 
讲道的应用要先从大处着眼, 从经文的神

学性原则(注: 这里所谓的“神学性原则”是专指那

些符合圣经真理或合乎圣经教义的原则)进到应

用主题, 这是主流意义的应用. 除此之外的支流

性应用并非不可提及, 只是要分辨它们只是树的

枝节而不是树的主干.  
 
 例证一: 马太福音 2:1-12 的主流意义是“耶稣

基督是配得敬拜的

主”. 若用这段经文来

强调“神带领人的方

法”, 这就不是经文主

流的意思. 
 例证二: 用约翰福音 4:1-25 来讲解“个人传福

音的要诀”, 虽属于经文的含义, 却非经文主流

的意义. 经文主要的意思是“主耶稣按部就班

地带领妇人认识祂是弥赛亚”. 主耶稣先解决

她对种族的偏见(约 4:7-10), 再来是她对物质

的眼光(约 4:11-14), 个人的罪恶(私下的罪恶, 
约 4:15-19), 与宗教的传统(约 4:20-24), 最后让

她认识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约 4:25-26). 讲述这

段经文, 讲道主题可以订为: “要认识并接受耶

稣基督是救主, 必须冲破种种心理上与行为上

的障碍”. 
 例证三 : “信与不信原不相配 , 不能同负一

轭”(林后 6:14). 保罗在整段经文(林后 6:14-18)
强调的大原则, 是要信徒与不信的人分别出来. 
这个大原则可否用在婚姻的事上呢? 可以的, 
婚姻既是一生的长久关系, 这项属灵原则当然

可以用上. 然而, 在搭桥时必须做一点解释, 不
要一下子便说这段经文是讲述婚姻关系.  
 
赖若瀚评论道: “至于将这原则应用到生意上

的合伙, 那就比较牵强了. 不与不信主的人合

伙做生意, 那是出于常识性的智慧, 却不能从

这段经文找到应用的权威. 最后, 若是将原则

应用到‘不与不信主的人交朋友’, 就有点匪夷

所思, 引喻失义了.”  

 
(c) 针对实际需要 

 
我们活在一个受伤的社会中. 到处都是心

灵受创的人, 连基督徒也不例外. 如果传道者在

讲道时不顾或忽略听众当中那些受伤、受压和

需要医治的人, 便会大大削弱他讲道的效果. 一
篇讲章若不能与人的需要接轨, 绝不是一篇理想

的讲章. 讲道者若没有针对人的需要, 借着神的

话语坚固人、安慰人、鼓励人, 就不配作神的代

言人. 
 
“有效的应用”取决于明白在特定时候、特

定场合中听众特定的需要. 要注意听众或会众切

身的问题, 要具有针对性, 才不致隔靴搔痒(比喻

说话、做事没有抓住要害, 没有解决问题). 对于

那些生意失败、感情触礁、家人生病、课业落

后的听众, 你如何使他们注意你要讲的内容呢? 
 
好的讲员会把听众心中的问题都一一提

出了, 而且在讲道时逐一解答. 在某次教授释经

讲道的开始, 赖若瀚问学员: “谁是你最喜欢的讲

员? 为什么?” 一位牧者同学说: “我最喜欢的那位

讲员, 每次讲道都好像是针对我一个人讲的, 他
把我心中存着的一些问题都提出来, 又逐一解答

了!” 这种讲道可以称为现代的“先知讲道”, 因他

早已知悉听众的问题, 并提出合适的答案.   

 
(d) 具备牧者心肠 

 
论到应用时, 要有“牧者”以及“为父”的心

肠. 虽然有些听众需要具“先知精神”的讲员加以

提醒与责备, 但他们更乐于听从一位爱他的牧者.  
 
在提供应用时, 可否因为看见时弊(指当时

的社会弊端)而责备人呢? 可以的! 可否鞭策弟兄

姐妹努力追求? 当然可以! 爱之深, 责之切, 这些

都无可厚非. 主耶稣强烈指责法利赛人虚有其表, 
而且主对于祂的入室弟子(指门徒), 更是经常责

备他们冥顽不灵, 信心不足. 此外, 使徒保罗鼓励

提摩太要“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劝勉人”(提后 4:2). 讲道的重点是“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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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硬的心, 医治破碎的灵”, 或说“使舒服的人产生

不安, 使不安的人感到舒畅”. 有些讲员很能安慰

人, 却从来不碰触人需要悔改的地方; 另有一些

讲员“善于”责备会众, 经常使他们感到不安, 却忽

略安慰破碎的心灵, 也没有指点方向, 令他们无

所适从. 
 
责备人难免会让人感到难堪. 若没有带着

牧者心肠, 没有圣灵的感动, 又不以爱心为基础, 
不免让人难于接受. 人们会误以为你将讲台变成

“炮台”, 只想攻击人. 在责备听众(会众)之先, 要
以他们的好处作为出发点, 存心帮助他们属灵的

健康, 而非利用他们达成讲道者个人的目的. 若
讲者里面流着泪的责备, 听者自能体会而产生共

鸣, 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若是保持幸灾乐祸的

心态, 听者的反应与后果殊难逆料(意指很难事先

料到), 切忌之.  
 
赖若瀚表示, 传道者不要因自己的权益受

亏损就责备人, 或是让人感到你是为一己的利益

而振振有词. 要为自己的会众承担“父职”, 带着爱, 
责备的语气与态度都会不一样. 其实有时最重要

的不是讲员说什么, 乃是他们怎样听. 如果要避

免经常责备人, 可以考虑将责备的内容转变成为

问题. 以较婉转的方式让会众得到提醒. 
 
 

(四) 应用的策略 
 

设计讲章时, 必须纳入将要应用之策略或

方案. 不要上了讲台(或开始讲道)时才即兴发挥, 
想到哪里就应用到那里. 刻意事先设计应用策略, 
是否与圣灵的带领或工作有所冲突呢? 赖若瀚相

信二者并没有冲突. 他解释说: “其实, 预备讲章

是完成人要做的事(或说“人该做的事”). 神要人

先尽上自己的责任, 然后让圣灵动工. 风筝需要

先有良好的设计以善用风力, 但还必须有风才飞

得起来.”  
 
“应用”(application)该放在讲章的哪一部

分呢? 保罗多半是完整地说明他想要说的道理

(设立教义)之后, 在最后才提出应用(例如罗马书

与以弗所书). 彼得则将他的应用分散在他的讲论

之间(例如 彼前 1:13-16). 

 将应用之道分散在讲章各部分, 或是集中

在讲章的结论里, 是讲员个人的喜好与习惯. 美
国的前三一神学院讲道学荣誉教授佩里(Lloyd M. 
Perry)建议在每个讲道重点之下, 都加上一个分

点来专讲应用. 换言之, 他建议不要等到听者饥

饿疲倦、会众的耐力和专注力无法延续时才提

出应用. 特别是当讲道时间不够时, 讲员自然的

反应是会浓缩结论部分的内容, 难免就无法挑战

会众作出应用的行动.108  
 
 另外, 在讲到应用时该用“我们”, 还是只能

用“你们”? 旧约先知有时候用“你们”, 有时候用

“我们”, 将自己也包括在其中. 因此, 我们建议讲

员可以按情况需要而有所改变, 避免千篇一律. 

 
(a) 实践原则作大纲 

 
讲章大纲应该是可以直接应用的原则, 不

宜说约瑟怎样, 或尼希米怎样, 只注重讲述圣经

中的历史或故事, 要拐个弯才接触到听众的生活. 
当然, 也有些讲章大纲不能立刻应用, 因为观念

抽象, 词语艰深, 难以明白. 此外, 讲员也不宜只

是运用“过去式动词”(past tense), “第三人称”(指
“他/她” 或 “他们/她们”)等, 让人感到跟今日的处

境无关. 以上都是因为讲章大纲太间接、失去力

量的例子. 
 
好的讲道者都会将讲章大纲转化为应用

原则, 这种应用是从树干处入手, 不是仅仅拨弄

树枝或树叶. 其中一个方法, 是尽量将“动词”放在

大纲中, 让每一点都直接可用. 有一句话说: “讲
道必须以应用为重点 , 并点明应用”(“Point to 
application and make application your point”), 这
话何等正确, 一针见血!  

 
(b) 建立实用性张力 

 
在解经的步骤中, 传道

者会触及经文中的张力 (注 : 
这里所谓的“张力”[tension]是
指某段经文的教导看似与圣

                                                           
108   转引自 威门, “内在的应用  —  找出经文要求之实

际回应的方法”, 载《讲道者工作坊》, 第 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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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整体教导有所不同或冲突, 参以下例证一),109 
看见它如何与圣经整体教导不能配合. 接下来在

预备讲章的过程, 讲道者必须将这种张力“搭桥”
到现实生活中, 建立实用性的张力. 你可以坦承

在预备讲道时, 自己对经文的意义产生疑虑: “这
段经文的信息怎能应用在信徒的生活中呢?” 
 
 例证一: 读路加福音 15 章浪子的比喻时, 有人

觉得“浪子的父亲纵容小儿子滥用自由, 看来

似乎十分民主开明, 但事实上是让小儿子糟蹋

自己的生命.” 然后向听众发问: “你同意这样

的看法吗?” 在指出张力后, 必须提供合理的解

答. “在此, 我们得注意比喻的重点是强调神给

予人自由意志, 并愿意等候罪人回转, 接受祂

无条件的救赎恩典. 在这个靠行为得赏赐的世

代中, 实属罕见, 是弥足珍贵的事. 
 例证二: 在讲述彼得行

在海面上的经文时(太
14:22-33), 可以问: “要
具备信心很重要, 怎样

才可以有信心呢? 在某

些情况下, 持守信心实

在很难, 甚至是难以运

用. 我们当怎么办?” 
 例证三: 在讲解“信与不信原不相配, 不能同负

一轭”(林后 6:14)的时候, 有人可能会说: “只要

我们相爱, 就能冲破铜墙铁壁, 解决任何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与非信徒结婚?” 在提出问

题后, 可以循序渐进地解答. “有爱就可以解决

一切问题吗? 在双方所持有的神观、人生观与

价值观相互冲突时, 请问, 是哪一方要妥协? 若
是要妥协, 那么属于基督徒的那一方要妥协什

么呢? 你不能总是要对方让步吧?” 
 

建立实用性的张力, 能将听者或会众带进

经文, 再从经文引进生活中, 实际处理生活中可

能的难处, 并增加互动和启发兴趣, 这对信息的

传递很有助益. 要特别注意, 不要让听者在信息

                                                           
109   “张力”(tension)在物理中常指某物体受到拉力作用

时, 物体内部任一截面两侧存在的相互牵引力. 在文学评论

中, 常常会有这样的评价: “文章写的张弛有度”, 就是说写

文章应该有紧有松、有疏有密、跌宕起伏, 有张有驰节奏

感好的文章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 在艺术创作中, 也常使用

张力借指画面的表现力及力量感. 

结束时, 仍然找不到答案与出路, 必须帮助他们

在耶稣基督里战胜自己, 也战胜环境. 

 
(c) 多采取应用例证 

 
例证可有不同种类与功能, 在讲台上经常

听见的是解释性的例证, 用来阐释真理, 譬如嘉

言隽语、故事比喻等. 然而, 它们缺乏应用的力

量, 所以要注意多用有应用效力的例证. 
 

例证:   不要为明天忧虑 
要讲述“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

天当就够了”(太 6:34)的时候, 先想象听众心中可

能会产生的问题, 可以对他们说: “弟兄姐妹, 我
相信你们心里会说: 说得容易, 但在实际生活中, 
实在是不能不忧虑啊!” 接着可以说: “我十分明

白弟兄姐妹的心情, 除非是万能超人, 或是不食

人间烟火, 不然怎么可能没有忧虑! 在面对问题

或开始要忧虑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用三个实际的

步骤应对. 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1) 第一步骤是“接受” 

最近我做完体检(身体检查), 医生看着报

告对我说: “按照你的血糖指数, 若照过去三年攀

升的趋势继续下去, 五年后你将会有糖尿病.” 听
到这样的消息, 弟兄姐妹, 你会有什么想法呢?  

 
当时, 我第一个反应是不太能接受: “我有

没有吃太多糖分高的食物, 为什么血糖指数会节

节上升呢?” 虽然如此, 还是得接受这体检结果. 
不要埋怨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神不照顾我?” 
也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当事情没有发生. 我必须

接受事实. 
 
2) 第二步骤是“处理” 

我接着问医生: “我可以做什么来减低糖

尿病发生的可能性?” 
医生说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 减少吃含糖

分的食物; 第二, 经常运动; 第三, 半年后再回来

复检.” 
我心想: “这些都应该可以做得到. 虽然心

中不太愿意, 但决定将每早一杯心爱的奶茶减少

到每星期一次. 再按医生指示, 每周走路(散步)五
次, 每次约半小时. 最后记得半年后再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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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步骤是“交托” 

该知道的已经知道了, 能做的开始做了, 
就不要再忧虑了. 但面对一些不能改变的情况, 
该怎么办? 其实没什么好办的了, 只好交托给主. 
马太福音 6:26 说: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

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

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若不交托, 天
天想到五年后可能会患上糖尿病, 因而睡不着、

吃不下, 那又何苦呢? 我无法掌握的事, 交给主去

处理吧. 
 
如果一年之后血糖指数没有下降, 反而攀

升, 那怎么办? 只有再次“接受”, 继续“处理”, 也
不断“交托”. 如果或者五年后真的罹患糖尿病, 又
怎么办? 没有别的办法, 得继续“接受”、“处理”
与“交托”. 如果或者万一有一天因糖尿病而离世, 
如何是好? 别无他法, 就只有“接受”, 不过不必

“处理”了, 留给别人去“处理”, 也不需要再“交
托”, 因为已经面对面见主了. 若不是按这些步骤

处理, 怎能心情释放地活好每一天呢? 
 
 
以上的例证带有应用力, 即使听者没有糖

尿病, 也不难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按照这三个步

骤去解决其他堪忧的问题, 达到应用信息的效果. 

 
(d) 建议实践的方案 

 
应用必须具体. 在说明真理之后, 要列出

实际行动或具体建议, 供大家参考. 其实, 听众可

能心里一直说: “这篇信息很好, 但我要怎样做

呢?” 要建议实践的方案, 必须留意以下五个重点: 
 
1) 最好能定下配合信息的目标: 例如你希望听

众怎样实行所听到的信息呢? 你要他们想什

么? 感受什么? 做什么? 他们要面对什么难处? 
当听众在应用的部分受到激励, 想要作出回

应、采取行动时, 你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有什

么可行的方案, 哪些是最佳的策略等等. 要从

“抽象的阶梯”走下来, 将建议从原则到细节, 
讲得越具体、越清晰越好. 

2) 不要假设听众可以自己找到应用方案: 一方

面他们没有类似的训练, 无从着手; 另一方面, 

他们十分忙碌, 无暇研究揣摩. 即使听众愿意

自行决定如何应用, 但拿捏不准分寸. 因为人

性弱点而不愿主动及畏难逃避的听众, 就更

不用说了. 
3) 要从多个层面与角度来提出具体建议: 中国

人比较含蓄, 有时会粗略地提到应用, 并不多

谈细节. 诚然, 有时候谈得太仔细, 不太适合

国情或听众的实际需要. 因此, 讲道者要从多

个层面与角度来提出具体建议, 以满足不同

情况, 而不以偏概全. 
4) 要提供永恒真理与合乎圣经的价值观: 在提

供细节或具体应用时, 不单要注重“此时此

地”(here and now)的情况, 更要作长线考虑, 
提供永恒真理与合乎圣经的价值观, 潜移默

化, 长久地影响人. 也就是说, 在注重细节的

同时, 每项细节都必须有永恒真理作支撑. 
5) 采用 SMART 五大原则: 细节的应用方面, 可

以采用《十步释经法》的 SMART 五大原则, 
来断定它的具体性与实用性, 即: (a) 清晰具

体(Specific); (b) 可以量度(Measurable); (c) 容
易达成(Achievable); (d) 实际可用(Relevant); 
(e) 时间规限(Timing-related).110  

 
 例证一: 上文“不要为明天忧虑”的例证中, 已

同时提出可实行的三个步骤, 即“接受”、“处
理”和“交托”. 
 

 例证二: “禁戒舌头”的实践方案 
雅各书 3:1-12 是一段实用性十分强的经文, 但
对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应用建议.  

a) 对要戒掉说粗话习惯的信徒 , 可以建议说: 
“求神加添你力量, 每天作出检讨, 并请另一

位信徒作你的‘代祷伙伴’, 从旁协助鼓励.” 
b) 对经常在背后说人是非的信徒, 可以建议说: 

“要经常提醒自己, 当你想要说别人的是非时, 
要停下来, 问主说: 我说这样的话能造就人

吗?” 
c) 对常在儿女面前爱啰嗦的父母, 可以建议说: 

“将你的儿女交托给神, 学习放手, 有些事情

你管你说, 反而弄巧成拙, 造成僵局, 那么就

不如不说.” 

                                                           
110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

心, 2008 年), 第 458-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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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Smedes 

 
 

Abraham Lincoln 

d) 对容易发怨言的信徒, 可以建议说: “每次想

发怨言时, 要思想神在你身上的一项恩典.” 
 

 例证三: “饶恕的真理”  
a) 传讲饶恕的真理, 可以先强调两种人生观. 第

一种“以牙还牙的人生观”, 是约瑟的兄弟们

的想法, 他们认为约瑟必报复他们. 第二种

“以善报恶的人生观”, 是约瑟的想法, 他深信

神掌管一切, 即使屡遭伤害, 仍确定有祂的美

意在其中. 持守约瑟的人生观, 才不致被苦毒

蚕蚀掉自己的生命. 
b) 然后, 向听众发出挑战, 鼓励他们释放心中被

禁锢已久的囚犯 . 再用史密德斯 (Lewis 
Smedes)的嘉言加重效果: “饶恕人就是释放

心中的一个囚犯, 却惊讶地发现, 所释放的竟

然是你自己.”111  
c) 接着与听众对话, 说: 

“可能在座有弟兄姐

妹心里会说: ‘你不明

白我的处境, 你更不

知道那人伤害我是何

等的深, 我怎么可能

一下子将他完全释放

呢?’ 其他的囚犯我可以打发他们走, 不过, 这
人绝对不可以, 我要将他关在守卫最森严的

牢房中, 至死方休.’ ” 
d) 跟着, 以同情和怜悯的语气, 说: “我可以体会

你受到的伤害, 因我自己也曾被人伤害过. 然
而, 你若选择继续被仇恨煎熬与毒害, 真的会

好过吗? 为了你的好处, 为了你能过一个自

由奔放的人生, 神为你预备了一帖良方: ‘饶
恕’! 事实上, 在释放那囚犯之后, 你将会活得

更自在、更轻松. 你愿意按神的心意生活吗? 
你愿意相信神的吩咐是为了你的好处而设计

的吗?” 
e) 最后, 给听众大约一分钟, 提醒他们将心中的

囚犯一一提名释放(注: 可以请听众闭上眼睛, 
心中默默向神祷告, 求神帮助自己, 逐一释放

心中的囚犯), 并以祷告结束.   

                                                           
111   “To forgive is to set a prisoner free and discover that 
the prisoner was you”, 摘自 Lewis B. Smedes,  Forgive and 
Forget: Healing the Hurts We Don’t Deserve (1996), 参网站:  
https://www.goodreads.com/author/quotes/56576.Lewis_B_S
medes . 

  要紧的是, 提供行动方案与细节的同时, 
更要具备说服力. 听众会质问: “为什么我必须按

你的建议去做呢?” 因此, 所提供的建议必须有圣

经真理为根据和基础. 基于圣经的信息具有权威, 
本当可以产生一定的说服力, 但若再加上合情合

理的讲解, 适切的“搭桥”, 多了情绪上的认同与感

召之下, 听众会更容易跟从你, 到达你想要带他

们去的目的地.  

 
(e) 发出挑战与感召 

 
 据说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担
任美国总统期间, 不常参加主日的敬拜聚会, 免
得自己的出现给大家带来不便, 但他经常参加纽

约街长老会星期三晚上的聚会. 一天晚上, 他带

了一位幕僚同去参加聚会. 聚会完毕, 在回家的

路上, 这位幕僚问林肯是否喜欢当晚的讲道. 
 
 林肯说: “我认为这是一篇思想周全, 有说

服力, 用词精炼的讲道.” “那么, 你认为这是一篇

上乘的讲道, 是吗?” 林肯回答: “不是的. 因为牧

师最后没有发出挑战, 让我们知道要做什么.” 
 

讲道者不单只是教导听众, 更要挑战他们, 
让他们靠主伸展自己, 提供盼望, 追求更上一层

楼的经历. 挑战听众或会众的

有效方法, 要学习仿效主耶稣

基督 , 经常问一些具有针对

性、方向性、应用性的问题. 
直接问听众对所学的真理有

什么可以回应之处: “你有没

有这样的经历呢?” “你认为

如何?” “你应当怎样回应?” 
 
将你所要讲述的一些句子, 变成问题, 向

听众提问. 比如在说明“要恒切祷告”之后, 随即向

听众挑战说: “你的祷告够恒切吗? 是否在祷告一

次或两次之后就灰心呢?” 又如在说了“每天最少

要花 15 分钟在膝盖上下功夫(指跪下祷告)”之后, 
立刻挑战听众说: “你愿意吗? 你愿意在繁忙的日

子中, 每天拨出 15 分钟来祷告吗?” 教导之后, 挑
战紧接而来, 愈具体愈有效. 讲员不妨经常问自

己: “我期盼听众至此会有什么样的决定?” “我要

https://www.goodreads.com/author/quotes/56576.Lewis_B_Smedes
https://www.goodreads.com/author/quotes/56576.Lewis_B_Sm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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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去做什么?”和“我要改变他们哪方面的观点

与习惯?”  
 
 例证一: 应用雅各书 3:17 

雅各说: “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
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

偏见, 没有假冒”(雅 3:17). 讲员在讲解列出的

一连串美德时, 可以在简单解释每项特质后, 
向听众提出一个应用的问题. 

1) 清洁: 真智慧的第一个特征是“清洁”, 它毫无

玷污、光明磊落、没有诡诈或自私的意念. 
你行事是否光明磊落? 你愿意存一颗清洁、

纯一的心, 活在神面前吗?  
2) 和平: “和平”的特质不单是消极的不竞争、

不找别人麻烦, 或不吵架等, 更积极地指爱好

和睦, 以生命表彰和平的特质, 作一个和平使

者. 你爱好和睦吗? 你愿意求神让你担任和

平使者吗? 
3) 温良: “温良”的意思是对人温和而善良, 即使

面对敌挡自己或明显犯错的人, 也不会让人

感到你是以“审判官”的姿态出现(参  提后

2:24-25), 反而常为别人保留空间, 给予宽恕

和挽回的机会. 请问你让别人感到容易亲近

吗? 你具备属灵的亲和力吗? 
4) 柔顺: “柔顺”是不无理取闹, 不故意抹杀真理, 

也不用顽强手段待人. 你会欺压别人或贬抑

真理吗? 
5) 满有怜悯: “满有怜悯”是体贴别人的需要, 并

愿意将自己的感情与资源与别人分享. 你是

否经常想到、体贴并满足别人的需要? 
6) 多结善果: “善果”是由生命产生的一切美好

果效(比较 加 5:22-23). 你的人生产生了哪些

属灵的美善果效呢? 
7) 没有偏见: “没有偏见”是不以先入为主的意

见去定别人的罪; 不按外貌待人; 愿意用神宽

大的心去接纳人, 甚至是那些与自己完全不

同的人. 你会用偏见论断人吗? 你的心够宽

大吗? 
8) 没有假冒: “没有假冒”是指真诚没有伪装. 不

会只说不做, 也不会说一套, 做一套; 更不会

说话行事遮掩躲闪, 因人而异. 你的生命是表

里如一、始终一致的吗? 
 
 例证二: 应用玛拉基书 2:10-16 

对配偶忠贞, 并不容易, 有时候对方有些实在

难以接受的脾气个性. 但感谢神, 在神那里必

定有出路, 而且委身于神的圣约(特指神圣的

婚姻誓约), 会给我们冲破障碍的力量. 你愿意

抓住神的应许, 对设立婚约的神绝对忠诚? 并
对你的配偶忠诚吗? 

1) 对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求神给你信心, 相
信祂为你预备信主的对象吗? 你愿意求神给

你忍耐, 在未找到对象之时, 仍然继续等候神

所定的时间吗? 
2) 对已婚又十分恩爱的夫妇: 我为你们感谢神. 

你是否愿意求神保守你在婚约中持守忠贞与

纯洁吗? 
3) 对已婚但与配偶偶生龃龉的(指偶尔发生意

见不合的夫妻): 你愿否在婚姻生活上作出调

整? 你愿否求神让你放下自己, 用舍己的爱

来爱你的配偶? 你认为在保持婚姻忠贞的建

议中, 哪一项对你最适用? 你愿意排除一切

拦阻去付诸实行吗?  
4) 对已婚而正在考虑离婚的人: 你愿意求主让

你打消这念头, 求主给你遵行祂旨意的力量

吗? 你愿意靠着圣灵, 重修与配偶的关系, 两
人继续结伴, 一辈子同走人生道路吗?  

5) 对已经离婚的人: 过去的事不能换回. 你愿意

求神赦免你的过去, 又让主亲自医治你的伤

痛吗? 
 

赖若瀚指出, 讲道不一定每次都要有呼召, 
有时可让会众在讲道后, 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思
想如何选择, 并在神面前立志回应. 

 
(f) 设讨论回应小组 

 
赖若瀚指出, 教会可以在每周小组的聚会

中, 花时间讨论上周主日的信息(注: 也可在主日

讲道后, 在小组里讨论刚才听到的信息), 重点是

如何实践. 有些教会的小组实行这模式, 反应不

错. 它的好处是让听众或会众比较注意听道, 写
下心得, 更以这个学习应用的互动平台, 相互鼓

励, 将信息落实在生活中.  
 
牧者或传道者可以在预备讲道之后, 配合

信息设计一些应用问题, 交给小组讨论, 让他们

不会天马行空, 而信息的功效可以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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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能正确地善用讲台, 
借以传扬真道, 改变生命, 
实为现代讲道者的重任 . 
赖若瀚贴切表示: “讲台不

是‘炮台’, 不能将个人的目

的或私人的恩怨带上去 , 
要慎防滥用属灵的权柄. 讲台亦不是‘舞台’, 不是

用来表现个人神学知识如何渊博、原文如何精

通、口才如何动人等. 讲台更不是‘交际台’, 并非

用来恭维别人、赞许别人或推介自己的地方. 以
上三者都将‘讲台’达到自我目的的‘平台’, 与讲道

的基本目的完全相违. 那么讲台应该是什么呢? 
 

“讲台应是‘灯台’, 是让神的话语被解开而

发出亮光, 引导人弃暗投明的地方(诗 119:130). 
讲台同时是‘浮台’, 让在俗世汪洋中气力不足的

游客, 在回岸的半途中找到救恩、安息与盼望的

地方. 讲台更是一座‘发射台’, 将从神所领受的异

象与使命从这里发射出去, 帮助异象升空, 让人

有所看见与依循. 讲台就是这么一个转播站.” 
 
“你愿意吗?” 这句话常被讲员拿来问会众, 

但我们也可用来问讲员, “在知道‘应用’对讲道的

重要以后, 你愿意在日后的讲道中, 求主使用你

成为改变别人生命的媒介吗?” 如果在讲道中没

有达到这项优质讲道的特质   —  “实际可用” 
(Relevant), 你的讲道将永远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愿意吗?”112 
 

 (文接下期) 
 
******************************************* 

附录:   “释经讲道”十大步骤简介 
 

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

手册》共分八大部分, 其中最主要的是讨论预备讲

道过程的“烹调艺术篇”, 共十大步骤 , 与罗宾森

(Haddon Robinson)书中所述的十步骤虽然相近, 却
仍有不同.113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14 

                                                           
112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358 页. 
113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0). 罗宾森的十步骤

 
  

      预备讲章十大步骤 
 

1 
选取

经文 

选择一段完整单元的经文, 然后用默读、诵

读、读重点、读译本、默想、祷读和背诵

来初步处理经文. 
2 

解释

经文 

先观察经文, 再勤发问题, 然后采用一些久

经试验的解经原则去解释, 务求按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 
3 

找出

主题 

找出经文的主题, 并将经文主题经过处理, 
先看它是否有受到文化因素所规限, 确定没

有了, 再找出神学主题, 并看它是否与圣经

的教导相符, 然后可以作为讲道主题, 预备

讲章. 
4 

写下

大纲 

根据主题, 写出忠于经文的讲道大纲. (注: 
良好大纲的特征是: 忠于经文、层次分明、

段落连贯、质量均衡、有应用力) 
5 

加插

例证 

可以采用辅助材料, 如解释与辩证、故事与

例证、幽默与谐趣来丰富讲章的内容. 

6 
遣词

用字 

在遣词用字上要下一点功夫. 多用简单的、

精确的、分量较重的、重叠或同义的、具

体的描述, 最好用一些能触及五官, 以及带

画像等的用语. 
7 

会众

情况 

在预备讲章时, 要特别注意会众的情况. 认
识他们的性别、年龄、语言、文化、职业

与背景; 又了解他们的需要、忧虑与灵命情

况等.115 
8 

列出

应用 

透过多种设计, 用需要实践原则作大纲、建

立实用性张力、多采用应用例证, 建议实践

的方案, 发出挑战与感召, 并设立讨论回应

小组等来让会众应用信息. 
9 

结论

归纳 

用不同的方法来归纳、应用, 将信息带到高

潮, 让会众留下深刻印象. 

10 
引论

题目 

用不同的方式设计引言及题目, 使会众一开

始听便产生兴趣, 进而打开心门, 继续聆听. 

  
 

                                                                                                     
分别是: (1) 选取经节; (2) 研究经文; (3) 发现解经概念; (4) 
分析解经概念; (5) 建构讲章概念; (6) 决定讲章目标; (7) 完
成讲章目标; (8) 建构讲章大纲; (9) 充实讲章大纲; (10) 预
备引论和结论. 引自上引书, 第 xvi 页.  
114    同上引, 第 439 页. 
115   这第七步骤, 赖若瀚将之命名为“会众研究”, 但本

文采纳一个比较简明的标题, 称之为“会众情况”(指会众或

听众的情形、状态或状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6 

   

《家信》: 第 129 期 (2021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二十四)-   
 

“基督公义之君” 
与“大君王的城” 

 
 
(A) “基督公义之君” 

 

“千禧年”(the Millennium, 或称“千禧年

国、千年天国”)是大部分圣经学生所熟悉的词语. 
它可简单地意为“千年”(the thousand year), 源自 
启 20:4-6, 圣经只有在此处解明这段时期(指千禧

年或天国的时代)的年限. 
 
 这段时期是主耶稣基督和祂众圣徒在地

上作王掌权的日子. 他们不再被藐视、拒绝、欺

压; 那时,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太 5:5)、哀恸的

人必得安慰(太 5:4)、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太 5:8), 
并且为义受逼迫的人必承受天国(太 5:10). 
 
 圣经中有多处经文指明这段

蒙福和荣耀的时期, 就是一切叹息

的受造之物所热切期待的荣耀时期

(罗 8:21-22), 是要透过前所未有的

审判才能引入. 审判是必需的, 因为

若容许罪恶猖狂, 神就无法彰显祂

的荣耀, 正如经上所记: “公义和公

平是祂宝座的根基”(诗 97:2); 因此, 
祂若行政治理, 就必以公义治理; 若
全地被呼吁在耶和华面前喜乐欢呼, 
那是“因为祂来了, 祂来要审判全地. 
祂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祂的信实

审判万民”(诗 96:13). 
 
 千禧年国(the millennial kingdom)的属天

部门将被基督和祂的圣徒们(特指召会的信徒)所
占有, 担任要务(我们在前几期已讨论过).116 首先, 

                                                           
116   圣徒不仅与基督同来, 也与基督一同审判、一同

作王治理,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将来

的事二十-人子降临和圣徒同来/ . 值得一提的是, 在千禧年

基督让祂的圣徒也参与祂所施行的审判, 然后祂

指派他们在这“将来的世界”(来 2:5, 指千禧年国)
执行治理和赐福的事奉.  
 
 虽然圣徒们(指召会圣徒)主要是属天的, 
但他们在这段期间对地上也有所事奉, 带给地上

喜乐与福气. 因为那时, 天将大开, 天上的众使者

将上去下来(约 1:51),117 履行基督所吩咐的事, 而
基督将显为“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提前 6:15; 注: 这节的“到了日期”, 指
的就是到了千禧年国的时候). 
 
 在地球上, 以色列国是神对地上福气的一

切计划之中心. 神子耶稣基督显现之后, 神在旧

约的众圣徒或子民也与基督同来, 带着属天的荣

耀, 将归回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以色列地); 在
那里, 神将建立和赐福他们. 
 
 这就是旧约众先知多次述说的预言, 比其

他任何将来之事说得更多. 这些预言把以色列的

复兴(restoration)联于他们的弥赛亚君(即主耶稣

基督)的荣耀, 表明其他列国的一切福气也必须跟

在神实现祂给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民)的应许之

后. 因此, 在 路 1:31-32 这样记载: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祂起名叫耶

稣. 祂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
神要把祂祖大卫的位给祂. 祂要作雅

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祂的国也没有

穷尽.”  
 

再者, 赛 9:6-7 也记载: “有一

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 祂名称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祂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

无穷. 祂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祂的
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此外, 诗 72:6 也说: “祂必降临, 像雨降在已割的

草地上, 如甘霖滋润田地. 在祂的日子, 义人要发

旺,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祂要执掌权柄, 从

                                                                                                     
国里, 不仅召会的圣徒参与治理, 旧约时代的圣徒和灾难时

期的圣徒也要复活, 有份于治理(参 但 12:2; 启 20:4). 
117   约 1:5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

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将来的事二十-人子降临和圣徒同来/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将来的事二十-人子降临和圣徒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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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 必
在祂面前下拜; 祂的仇敌必要舔土.”  

 
关于未来的国度(千禧年国)和基督作王的

荣耀, 不仅可在旧约圣经找到这方面的预言, 新
约圣经也多方预示. 在基督被钉的十字架上, 钉
着一个由彼拉多所写的牌板 , 上面宣告基督是

“犹太人的王”(参 太 27:37). 主耶稣本身也向彼拉

多承认: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

世间, 特为给真理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

的话”(约 18:37).  
 
此外 , 保罗在他

的传道中也讲述此事 , 
因为他被控告的罪状就

是“违背该撒的命令, 说
另有一个王耶稣 ”( 徒
17:7). 在写给提摩太的

第二封书信 (提摩太后

书), 保罗要把“基督的权

柄和荣耀”这真理深印在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心, 
他说: “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 祂从

死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提后 2:8).   
  
 无可置疑的, 我们从这些经文得到的结论

就是: 主耶稣将来的统治, 即作为大卫后裔和后

嗣的统治, 将不会只是属灵方面的统治管辖, 像
现今在祂圣徒心中的统治管辖一样. 作为耶路撒

冷的王, 祂将来的统治是亲自执行那肉眼可见的

统治. 祂亲自治理管辖, 像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一

样; 当然, 比起这些旧约列王, 基督统治的方式和

程度肯定更加威赫荣耀. 
  
 让我们也切记, 在千禧年国的时期, 地球

已蒙拯救脱离罪恶、撒但和各种咒诅. 天上和地

上将会融合为一, 这是我们现今无法想象和理解

的. 今日, 天使们经常从天来到地上, 服事那些承

受救恩的人

(指信徒), 但
所有这样的

往来都有一

遮盖层, 使我

们人类   —  
即使是最属

灵的人  —  都无法看穿(指地上的人无法看到天

堂的情景). 然而, 千禧年国的时候却不是这样; 因
为那长久封闭的天堂将要打开, 正如它曾在一刹

那间向为主殉道的司提反打开(徒 7:55-56).118 在
千禧年国的时候, 全地将在神的同在和荣耀光辉

中得着安息和福气.    
 
 当我们看到和接受这未来主耶稣和祂众

使徒亲自统治的真理, 很多本是模糊不清的圣经

经文变得充满意义, 而它们的应用变得简单与直

接 . 让我们举诗篇 96 至 100 篇的“千禧年诗

篇”(millennial psalms)为例. 人们都觉得它们不适

用于现今时代 , 虽说有者将之机巧地灵意化

(spiritualizing), 让人仍能诚心用它来唱诵. 无可

置疑, 圣经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有属灵的应用, 而
神的国(指那不受地理时空所限的神国)在原则上

与那将要来临之国(指一千年在地上的千禧年国)
确实有相似之处. 当我们看见并承认这按字面意

义的主要应用时, 那内在和属灵的圣经应用并没

消失, 反倒因此强化了.  
 
 这组诗篇(诗篇 96-100 篇)的主题为“耶和

华作王”(the Lord reigneth). 我们观察到, 神在“现
今时代”看来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不参与世界

的治理. 神用来为祂的福音使者们作的见证, 如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来
2:4)都已过去(注: 这些“证据性的神迹”在第一世

纪结束时已经停止了). 按外表看来, 永活的神不

再明显地干预世上普通的自然过程, 包括它一切

的腐败和背道. 长达 18 世纪以来, 神没有从天上

发出声音来干预世务. 只有信心的眼睛看见神仍

在工作. 虽然“这世界的神”撒但看来正在统治, 把
世界领向毁灭, 但神仍然掌控万有, 叫一切都朝

向祂旨意所定的终局. 
 
 时间越来越近了, 朝向一个结局  —  “世
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祂要作王, 直到

永永远远”(启 11:15). 那时, 宝座前的二十四位长

老将要感谢神, 因基督公义的统治将为全地带来

平安和喜乐. 但在这之前, 敌对神的外邦列国将

要“发怒”(启 11:18), 而审判的烈火将从天而降, 
                                                           
118   徒 7:55-56: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 看见

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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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启 11:18; 注: 此乃哈米

吉多顿大战, 即敌基督率领他的盟国大军齐聚, 
要抵挡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 但很快地就被基督

消灭了, 参 启 19:11-21).  
 
 然后 , 得蒙救赎

的以色列民将热情彭拜

地高唱这些“千禧年诗

篇”. 他们心智得以完全

理解和欣赏这些诗篇所

描述的情景 (例如 : 诗
96:10,13: “人在列邦中

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

就坚定, 不得动摇; 祂要

按公正审判众民… 因为

祂来了, 祂来要审判全地. 祂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祂的信实审判万民”; 诗 97:1: “耶和华作王! 愿
地快乐! 愿众海岛欢喜!”; 诗 98:4,6: “全地都要向

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 欢呼歌颂! … 用号和角

声, 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诗 99:1,9: “耶和

华作王; 万民当战抖!… 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

的神, 在祂的圣山下拜,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

为圣!”; 诗 100:1,4: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当称谢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院. 当感谢

祂, 称颂祂的名!”).  
 
 诚然, 在那时候, 主“记念祂向以色列家所

发的慈爱, 所凭的信实. 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

的救恩”(诗 98:3); 那时, 主耶和华“坐在二基路伯

上”(诗 99:1), 从锡安山发出能力; 诸天述说祂的

公义, 所有的人看见祂的荣耀. 那时就适合高唱

以下的诗歌: 
 

所有住在地上之人 
向主扬声喜乐歌唱; 
欢呼赞美事奉我主 
来祂面前喜乐歌唱. 

 
 诗 98:4 说: “全地

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

起大声 , 欢呼歌颂”(诗
98:4). 若我们今时高唱

此歌, 是在邀请魔鬼之子

也同来赞美神(这点肯定是不合宜), 所以这信息

不适合现今时代. 现今时代的信息是: “世人蒙昧

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祂所设

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 17:30-31).  
 
 人若向神悔改, 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么, 这些人就可以蒙大恩、被邀请, 前来赞美

祂; 人若没有这方面的改变, 就宁可哭泣而非歌

唱. 然而, 我们赞美神, 当稗子被收割与焚烧, 山
羊与绵羊被分开来, 罪人从地上除灭, 主的敌人

受神审判之后, 那时,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将充满

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9); 所有留在地

上之人都来投靠在祂翅膀的荫下, 也将被邀请进

到主殿中的院子, 作为敬拜者, 来感谢和称颂祂

的圣名.119 
 
 
(B) “大君王的城” 

 

耶路撒冷! 圣经把何等荣耀灿烂的光环放

在这美丽的名字上; 不过, 它的历史却是何等的

悲惨, 令人悲伤! 尽管它在地上所有城市中荣获

最高的特权, 但它却是不断背道之城, 并以杀害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达到极点. 那位从起初就

知道末后之事的主耶稣, 已标明此城居民的犯罪

之路, 声明它的特征, 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

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

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
哪,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
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等到你们说: ‘奉主名

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路 23:34-35). 
 

圣经多处经文预告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

现今漫长的荒凉, 例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
见城, 就为它哀哭: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

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

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119   上 文 (A 项 ) 编 译 自  “A King shall Reign in 
Righteousness and Princes shall Rule in Judgment” (Chapter 
17),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93-397 页. 
这部分的文章取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将来

的事”(Things to Come)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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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

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

道眷顾你的时候.’ ”(路 19:41-44). 
 
还有,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

祸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指耶路撒冷), 
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

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

人的日期满了”(路 21:23-24). 
 
此外, 旧约也记载: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

居, 无君王, 无首领, 无祭祀, 无柱像, 无以弗得, 
无家中的神像.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作: 回心

转意), 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
后来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 领受祂

的恩惠”(何 3:4-5).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

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

的数目添满了”(罗 11:25). 
 
 思考以上这些经文, 不难发

现神的灵要教导我们一个更高深与

实际的功课: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

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祂的恩慈里, 
不然, 你也要被砍下来”(罗 11:22). 
 
 “神的严厉”(severity of God)是一个令人生

畏的用词, 表明人若藐视神的恩典, 神的严厉就

会彰显, 严厉地刑罚罪恶. 以色列人藐视神的恩

典, 而我们见证到, 他们在这 1 千 8 百多年以来体

验到“神的严厉”(指神的严厉审判). 外邦基督教

世界(Gentile Christendom, 指假冒与背道的基督

教组织)也藐视神的恩典,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

纵情欲的机会”(犹 4);120 所以肯定的, 正如神所写

的报应已按字面意义, 逐字落实在离经背道的以

色列身上, 照样, 圣经所写的报应也必落实在那

些拒绝福音的外邦人身上.  
 

虽然如此, 时候将到, 圣经所说关于耶路

撒冷“荣耀的事”(glorious things)都将实现(诗 87:3: 

                                                           
120   犹 4: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

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

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或作: 和我们)主耶稣基督.” 

“神的城啊, 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 因为这

荒废的城必被重建, “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耶
30:18); 这时的建造并非不信者的行动, 而是信主

者为主而造, 如经上所记: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 不再拔出, 不再倾覆, 直
到永远”(耶 31:38-40). 

 
耶利米也预言道: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 当那

日子,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 祂
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那日子, 犹大必得

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她的名必称为‘耶和华

我们的义’ ”(耶 33:14-16). 诗人也说: “你必起来

怜恤锡安, 因现在是可怜她的时候, 日期已经到

了. 你的仆人原来喜悦她的石头, 可怜她的尘土.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

耀.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 在祂荣耀里显现”(诗
102:13-16). 雅各也引证旧约圣经(摩 9:11), 说: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

卫倒塌的帐幕,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

造建立起来” (徒 15:16). 
 
 从以上和其他很多处可引证

的经文, 耶路撒冷城将在原先的地

址上被重建; 在这城里有锡安山, 并
在锡安山上, 耶和华自己将重建圣

殿. 这城将成为圣洁, “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

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亚 14:21). 
 
 主耶和华自己将要居住在那里; 因为耶路

撒冷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Jehovah-shammah)  
—  “耶和华在那里”(KJV: The Lord is there, 结
48:35).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 愿意当作自己

的居所, 说: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诗 132:13-14). 
 
 因此, 耶路撒冷必成为地上列国万族的聚

集中心(指有关敬拜的中心):  
 
 亚 14:16-17: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

下的人, 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

华, 并守住棚节. 地上万族中, 凡不上耶路撒

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 必无雨降在

他们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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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 4:1-3: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指锡

安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

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 来
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

将祂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祂的路. 因为

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

撒冷. 祂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

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把枪

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

学习战事.” 
 亚 8:20-23: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将来必有

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 这城的居民必

到那城, 说: ‘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寻
求万军之耶和华; 我也要去.’ 必有列邦的人

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 
恳求耶和华的恩.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在那

些日子, 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 拉住

一个犹大人的衣襟, 说: ‘我们要与你们同去,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 

 
那时, 地上必设立敬拜真神的地方; 而“万

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将成为全地的最高元首(the 
Head)  —  所有外邦列国在信仰和政治上的最终

诉诸裁判之处(final appeal). 那时将有“耶和华的

殿”(直译: 耶和华的家,  House of the Lord)  —  神
自己建造的圣殿 , 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可
11:17); 人无法建造这样的殿; 其建筑构造是属天

与神圣的. 它将是“全美的”(诗 50:2: “从全美的锡

安中, 神已经发光了.”) 
 
 旧约先知以西结曾目睹耶和华的荣光, 从
神所爱的地方(锡安的圣殿)依依不舍地逐渐离去

(参 结 8:4-4; 9:3; 10:4; 11:23).121 但感谢神, 耶和

华的荣光将会归回圣殿: 
 
 结 43:2: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 祂的声

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 地就因祂的荣耀发

光”(也参 结 43:4, 5, 7).122  

                                                           
121   以西结看到神的荣光(荣耀)先是在“耶路撒冷朝北

的内院门口”(结 8:3-4); 过后从基路伯上升到圣殿的门槛
(结 9:3; 10:4), 然后从耶路撒冷城中上升, 停在城东的橄榄
山上(结 11:23; 注: “城东的那座山”是橄榄山, 参 亚 14:4). 
122   结 43:4-5,7: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灵将我举起, 带入内院, 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 

 赛 40:5: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

的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赛 24:23: “那时, 月亮要蒙羞, 日头要惭愧; 因

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 在耶路撒冷作

王; 在敬畏祂的长老面前, 必有荣耀.” 
 诗 48:2: “锡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

美, 为全地所喜悦.” 
 

虽然我们的主耶稣曾在耶路撒冷面对最

恶毒的反对, 而在祂登山变像的荣耀时刻也提名

耶路撒冷将成就祂离世的事(路 9:31: “他们在荣

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祂在耶路撒

冷将要成的事”), 不过, 祂却展望在多个世纪以后, 
圣经所记载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一切荣耀之

事. 对祂而言, 耶路撒冷确实是“大君王的城”, 因
祂深知虽在这里受辱和被钉十架, 将来却要在此

城荣耀的统治.  
 
世上一切最具影响力之大城的荣耀和财

富, 比起耶路撒冷城将来所要得到的尊荣与福气, 
都会黯然失色、黯淡无光; 因为她们所见证的只

是人的高傲与私欲, 而耶路撒冷则是见证神大恩

典的纪念碑. 世上许多城市中壮丽堂皇的皇宫和

华丽奢侈的豪宅, 在它们的不远之处, 很可能就

是贫穷人在挨饿或等死之地, 这是何等大的对比, 
是人无法跨越的鸿沟.  

 
这岂不是叫我们联想到该隐所造的城? 它

们累积越来越多的财富, 充满铜铁金属, 四处琴

箫声扬; 科技文艺不断发展, 人们为各种成就沾

沾自喜; 然而, 他们不顾周围满布的贫穷、疾苦

和罪恶. 实际上, 他们的态度与该隐相同: “我岂

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创 4:9), 或与自以为义的法

利赛人一样: “谁是我的邻舍呢?”(参 路 10:29).     
 
 可是, 论到耶路撒冷城, 圣经说: “锡安山

(注: “锡安”一般是指“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城, 在
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

为避难所”(诗 48:2-3). 这是平安与昌盛的有福保

障. 每个人都能来到主耶稣面前, 因祂就是 赛

                                                                                                     
祂对我说: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

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 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

埋他们君王的尸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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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所说的: “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

密处.” 人们不再像亚当一样, 躲避神, 而是躲藏

在神里面.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

识我”(耶 31:34). 他们的眼“必见王的荣美”(赛
33:17); “城内居民必不说: 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

姓, 罪孽都赦免了”(赛 33:24). 
 

耶路撒冷将成为“守圣节的城”和“安静的

居所”(赛 33:20: “你要看锡安[指耶路撒冷]我们

守圣节的城! 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 
为不挪移的帐幕.” 另外, 耶路撒冷也被称为“诚实

的城”, “耶和华如此说: 我现在回到锡安, 要住在

耶路撒冷中. 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 万军之

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 因为年

纪老迈就手拿拐杖. 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

耍”(亚 8:3-5). 

 
喜乐将充满这城! “四月、五月禁食的日

子, 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 必变为犹大家欢喜

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亚 8:19); “你们当因

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

喜, 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

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

音和哀号的声音. …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 别人不

得住; 他们栽种的, 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

享用.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 所生产的, 也不遭灾害, 
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是

如此.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 狮子必吃草与牛

一样; 尘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

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赛 65:18-
25). 

诚然, 圣经论到耶路撒冷城的很多“荣耀

的事”(glorious things, 诗 87:3), 我们的时间和篇

幅都不足以述尽. 但愿我们常想到神为自己的荣

耀而将在这城里实现的美事, 叫我们能用神的眼

光去看这被罪玷污的世界; 看透其虚浮的荣华和

野心  —  包括它不敬虔的发展和外表的改革; 视
这一切为过眼云烟的虚空, 如传道者所说: “虚空

的虚空”(传 11:2). 
 
 值得留意的是, 多人试图将上述经文, 以

及其他很多描述耶路撒冷将来荣耀的经文, 都给

“灵意化”(spiritualize), 将之应用在属灵的层面(指
它们不会按字面意义来实现). 我们承认, 作为在

耶稣基督里的信徒, 我们会被带到一个“天上的

耶路撒冷”和属灵的锡安山 , 那是对的 (参  来
12:22-24); 可是, 如我们已经解明的, 若把上述这

一切经文都给灵意化, 否定它们按字面意义的主

要应用, 那么我们不仅没有获益 , 反倒受损(失去

许多宝贵的末世真理).  
 
按神的旨意, 有天上的荣光, 也有地上的

荣光(参 林前 15:40); 天上的荣光是属于我们基

督徒的, 地上的荣光是属于以色列民的. 亚伯拉

罕的子孙(后裔, seed)有两方面  —  “天上的星”和
“海边的沙”(创 22:17); 我们基督徒得蒙属天的呼

召, 是“天上的星”; 而以色列得蒙属地的呼召, 是
“海边的沙”.123 为着神智慧的安排和完美的计划, 
我们将荣耀和颂赞尽归给祂.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千禧年国”的性质 
 
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国作王一千年, 这会是怎

么样的情况呢?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根据圣经

预言, 把所能想象得到的动人情景, 编列如下: 
 
1) 得享平安: 当基督作王的时候, 世界各国在祂的

统治下完全合一, 而战争也因此停止, 经济也繁

荣昌盛(其中一个原因是各国都不需要花大笔的

                                                           
123   上文(B 项)编译自 “The City of the Great King” 
(Chapter 18), 载 J.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98-
404 页. 这部分的文章取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

的“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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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 去购置军火武器). “平安(天下太平)是旧约

众先知所传讲的重要信息. 国家与个人得享太平, 
是弥赛亚这位“和平之君”作王的结果(参 赛 2:4;  
9:4-7;  11:6-9;  32:17-18;  33:5-6;  54:13;  55:12;  
60:18;  65:25;  66:12;  结 28:26;  34:25,28;  何 2:18;  
弥 4:2-3;  亚 9:10)    
 

2) 得着喜乐: 满有喜乐是千禧年时代的显著特色

(参 赛 9:3-4;  12:3-6;  14:7-8;  25:8-9;  30:29;  
42:1,10-12;  52:9;  60:15;  61:7,10;  65:18-19;  
66:10-14;  耶 30:18-19;  31:13-14;  番 3:14-17;  亚
8:18-19;  10:6-7). 
 

3) 充满圣洁: 真神统治的国度将成为一个圣洁的国

度, 由国王(天国之王主耶稣)与祂的臣民, 把圣洁

显明出来. 地是圣洁的, 城是圣洁的, 圣殿是圣洁

的, 百姓也归主(耶和华)为圣(参 赛 1:26-27;  4:3-
4;  29:18-23;  31:6-7;  35:8-9;  52:1;  60:21;  61:10;  
耶 31:23;  结 36:24-31;  37:23-24;  43:7-12;  45:1;  
珥 3:21;  番 3:11,13;  亚 8:3;  13:1-2;  14:20-21). 

 
4) 充满荣耀: 千禧年国将成为一个充满荣耀的国度. 

神的荣耀在这个国度里, 会充分的彰显(参 赛 4:2;  
24:23;  35:2;  40:5;  60:1-9). 

 
5) 得着安慰: 千禧年国之君要亲自供给百姓一切的

需要, 所以在那个日子, 世人会满得安慰(参 赛
12:1-2;  29:22-23;  30:26;  40:1-2;  49:13;  51:3;  
61:3-7;  66:13-14;  耶 31:23-25;  番 3:18-20;  亚
9:11-12). 

 
6) 充满公平: 千禧年国的时候, 在基督公平公义的

治理下, 会拥有一个对任何人都绝对公平的政府

(参 赛 9:7;  11:5;  32:16;  42:1-4;  65:21-23;  耶
23:5;  31:23,29-30). 

 
7) 充满知识: 基督这位“千禧年国的大君王”会使全

国的子民得着全备的知识. 这不用说, 到了那时, 
一定会有圣灵无以伦比的教导事工, 让认识耶和

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参  赛 11:1-2,9;  41:19-20;  
54:13;  哈 2:14). 

8) 领受教导: 人民所得的知识是出于这位大君王的

引导而得(当然也通过圣灵的光照和教导而获) 
(参 赛 2:2-3;  12:3-6;  29:17-24;  30:20-21;  32:3-4;  
49:10;  耶 23:1-4;  弥 4:2). 

 
9) 除去咒诅: 最初临到受造物的咒诅(创 3:17-19)将

会除去(除了仍有少数的死亡事件发生, 赛 65:20), 
所以地土出产丰盛, 动物的性情也会改变, 不再

有凶残和毒害(参 赛 11:6-9;  35:9;  65:25). 
 
10) 不再有病: 千禧年国之王要医治百姓的疾病; 因

此, 除了用作公然刑罚罪恶之外, 疾病和死亡都

要除去(参 赛 33:24;  耶 30:17;  结 34:16). 
 
11) 身体残缺者得医治: 在千禧年开始时, 这位君王

也会医治身体残缺的人(参 赛 29:17-19;  35:3-6;  
61:1-2;  耶 31:8;  弥 4:6-7;  番 3:19). 

 
12) 得享保护: 在千禧年的国度里, 这位君王会以超

自然的能力, 保守人的生命(参 赛 41:8-14;  62:8-9;  
耶 32:27;  结 34:27;  珥 3:16-17;  摩 9:15;  亚
8:14-15;  9:8;  14:10-11). 

 
13) 不受欺压: 在千禧年的时代, 不会有社会、政治

或宗教上的压迫或逼害(参 赛 14:3-6;  42:6-7;  
49:8-9;  亚 9:11-12). 

 
14) 健康长寿: 千禧年的时候, 人类将享长寿, “没

有数日夭亡的婴孩, 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算

被咒诅”(赛 65:20).  
 
15) 生养众多: 那些带着血肉身体活着进入千禧年的

人, 原本的肉身之躯仍然能够生儿育女, 地上人

口也因此剧增(耶 30:20;  31:29;  结 47:22;  亚
10:8). 值得注意的是, 在千禧年时代出生的人, 仍
不能脱掉罪的天性, 所以他们仍旧需要神的救恩.  

 
16) 劳力活动: 千禧年时代并不标志着闲懒, 人民无

所事事. 那时会有一个完善的经济制度. 在该制

度下, 这位君王会亲自督促和管理人的需要, 并
且按照劳动而获得丰富的供给(注: 潘德科认为那

时将会有一充分发展的工业社会, 供应百姓的需

要. 农业和工业都能给人提供就业机会) (参 赛
62:8-9;  65:21-23;124  耶 31:5;  结 48:18-19).  

 
                                                           
124   赛 65:22-23: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

用.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 所生产的, 也不遭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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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经济繁荣: 完善的劳工情势, 会产生经济的富裕, 
所以生活的贫穷与物质的缺乏将不存在(参 赛
4:1;  30:23-25;  35:1-2,7;  62:8-9;  65:21-23;  耶
31:5,12;  结 34:26;  36:29-30;  珥 2:21-27;  摩
9:13-14;  弥 4:1,4;  亚 8:11-12;  9:16-17). 

 
18) 光明加增: 到那时, 日头和月亮的光辉都会增加, 

这可能是地土增加出产的主要缘故(参 赛 4:5;  
30:26;  60:19-20;  亚 2:5). 
 

19) 联合敬拜: 全世界的人将联合起来， 一同敬拜神

和神的弥赛亚(即神的受膏者  — 主耶稣基督) 
(参 赛 45:23;  52:1,7-10;  66:17-23;  番 3:9;  亚
8:23;  9:7;  13:2;  14:16;  玛 1:11;  启 5:9-14). 

 
20) 神的同在: 人将会充分认识和体验神的同在, 并

且与神相交的密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参  结
37:27-28;  亚 2:2,10-13;  启 21:3). 

 
21) 圣灵充满: 凡在大君王权能下的子民, 都会体验

神的同在, 以及圣灵所赐的能力(参 赛 32:13-15;  
41:1;  44:3;  59:19-21;  61:1;  结 11:19-20;  36:26-
27;  37:14;  39:29;  珥 2:28-29).125 

 
虽然千禧年只是一千年, 过后神要引进新天新

地(启 21:1-5), 但由于“基督仍旧作王掌权”这一事实

仍然延续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 所以千禧年时代因基

督作王掌权所带来的福气(特别是属灵方面的特征, 
如平安、喜乐、圣洁、荣耀、安慰、公平、知识、

没有咒诅、不再有病痛、联合敬拜、神的同在、圣

灵的充满等等), 不会因千禧年国时代(天国时代)的结

束而终止, 反倒要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延续下去. 这
就是为什么圣经多处论到千禧年的特色乃是永恒的

(即“永远”的 , 赛 65:18; 也参  赛 51:6-8;  55:3,13;  
60:19-20;  61:8;  耶 32:40;  结 16:60;  37:26-28;  43:7-9;  
但 9:24;  何 2:19-23;  珥 3:20;  摩 9:15).126 
 
                                                           
125   论到千禧年国的性质, 潘德科还提到一项, 即“语言

一致”, 他认为人间语言的隔阂不再存在, 这使社交自由无

阻(番 3:9: “那时, 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 好求告我耶和

华的名, 同心合意的事奉我”). 无论如何, 马唐纳(William 
Mac Donald)评论道: “本节的‘清洁的言语’, 大概不是指全

球性的语言, 而是指未被偶像玷污的嘴唇, 或纯粹赞颂耶和

华的言语. 万民将同心合意的事奉祂.” (摘自《马唐纳新约

注释》). 
126  J. Dwight Pentecost, Things to Com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64), 第 487-490 页; 也参其

中文译本: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

室, 2001 年), 第 449-451 页. 

********************************************* 
附录二:   千禧年的政体(政府) 

 
(A)  千禧年的政体将是一个神权政体 

  
千禧年将出现一个合神心意、造福全地万民

的政体  —  神权政体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theocracy). 论到这种形式的政体 , 彼得斯(G. N. H. 
Peters)指出, 这个神权政体拥有君权政体(Monarchy)
的元素(绝对主权掌握在主耶稣基督这位大君王手中, 
其他所有人都是从属于祂), 也拥有共和国(Republican)
的元素(意思是它保存了每一个人  —  由最低下到最

高尚之人的权利).  
 
这种“神权政体”的设立在慈爱、全能、全智

之主耶稣基督的治理下, 就不会出错(若交在充满血

气和败坏的人身上, 就变成滥权的霸君统治). 在创造

世界的时候, 神已决定设立这种政体. 可惜人类因着

悖逆, 丧失了神透过他施行在地上的统治权. 因此, 神
要在主耶稣这位“末后的亚当”身上, 恢复这个统治权

(来 2:5-10). 当神权政体被重新设立, 在基督及祂圣徒

的统治下, 人类再次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蒙神赐福. 
此乃最好形式的政体. 

 
(B)  弥赛亚是千禧年之王 
 
 圣经清楚指明, 千禧年是由“弥赛亚”(意即“受
膏者”)主耶稣基督亲自统治的(参  赛 2:2-4; 9:3-7; 
11:1-10; 但 2:44; 7:15-28; 俄 17-21).127 祂的王权统治

普及四海, 而这个至高地位乃是由神所委派设立的. 
诗人记述耶和华的话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

的圣山上了”(诗 2:6). 
 
 神把国度赐给“人子”一事, 早已在旧约圣经的

“约”(covenant)中清楚教导了. 为了配合这约, 就有 但
7:13-14、赛 49 章、路 22:29 等等的经文, 例如: “(人

                                                           
127   其他有关这方面的经文如: 弥 4:1-8;  5:2-5,15;  番
3:9-10, 18-19;  亚 9:10-15;  1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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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

人都事奉祂. 祂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祂的国必

不败坏”(但 7:14); 路 1:32 也说: “主神要把祂祖大卫

的位给祂”; 以及 路 19:15: “他既得国回来”等等. 
 
 彼得斯指出, 父神这样地把国度(千禧年国)赐
给“人子”主耶稣基督, 显示这个国度跟神之前行使的

“神主权”(或译: 神的君主权威, Divine Sovereignty)有
很大的分别. 这个国度是神主权的产物, 以神权政体

的形式出现. 它原本分别由两位(即神和大卫)统治的,  
但现在我们知道它愉快地在一人  —  耶稣基督  —  
一人身上结合起来, 使这个国度变成有效的、无法推

翻的恒久国度.  
 
 
(C)  大卫是千禧年的摄政王 
 
 有不少经文确立旧约的大卫王会在千禧年期

间进行统治(赛 55:3-4; 耶 30:9;  33:15,17,20-21; 结
34:23-24;  37:24-25; 何 3:5; 摩 9:11). 另一方面, 主耶

稣生于大卫的谱系, 作为大卫的后裔、神所应许作王

的“大卫的子孙”, 就拥有王室及合法的权利坐上大卫

的王位(太 1:1; 路 1:32-33).  基于这个事实, 主耶稣无

疑地会在千禧年这神权国度中作王统治世界.  
 

有者认为上述有关大卫作王的经文, 其实是指

实实在在的大卫王; 但有者认为, 这些经文所谓的“大
卫”不是指真正的大卫, 而是他肉身的子孙之一.128 美
国的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认为, “基督作为大卫

的那位子孙(指神所应许作王的那位子孙)将会作王

(King); 而大卫作为基督肉身的祖先, 也会在千禧年里

作王(prince)”. 潘德科表明他支持这看法, 因为:  
 
1) 这跟字义解释(实义解经法)的原则最一贯.  
2) 大卫自己一人可以在

千禧年里作摄政王 , 
而不违反有关大卫作

王的预言. 
3) 复活的圣徒在千禧年

里也有职务需要担任, 
作为他们的奖赏 (太
19:28; 路 19:12-27). 
大卫很可能也被委派

担任这样的职务 , 因
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徒 13:22). 

                                                           
128   基督会直接统治巴勒斯坦, 还是间接地透过一个

摄政王进行统治, 而此王是否是大卫本人或另有其人, 有关

这方面的看法, 参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461-462 页. 

结论是: 旧约的大卫王将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

得着身体的复活, 并在千禧年的神权政体中被委派作

巴勒斯坦的摄政王 (regent: 注 : 这里所谓的“摄政

王”[prince regent]是指那代表某君王行使国家统治权

或领导权的人), 在“大君王”(亚 14:16-17)主耶稣基督

的权下服事, 统治那地.129  
 
 
(D)  君王和掌权的会在大卫之下掌权 
 
 在千禧年时代, 主耶稣

基督将是“万王之王 , 万主之

主”(启 19:16). 就这样, 祂权下

有众多从属于祂的 掌权者

(subordinate rulers). 巴勒斯坦地

在大卫的权下由这些人管治. 正
如以下经文所说的: “他们(指以

色列人)的君王 (nobles)必是属

乎他们的; 掌权的(governor)必
从他们中间而出 ”(耶 30:21); 
“看哪, 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 必
有首领(众首领, princes)借公平

掌权”(赛 32:1); “我所立的王(众
王, princes)必不再欺压我的民, 
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的王(众王, princes)啊… 要
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 施行公平和公义…’ ”(结 45:8-9) 
 
 新约揭示, 神把管治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权柄, 
交在十二使徒的手上,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

时候, 人子坐在祂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

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太 19:28). 
上述经文显示, 在大卫

王下面有许多从属于

他的掌权者, 行使神权

政体的权力, 在千禧年

执行管理, 进行统治. 

                                                           
129  有者认为, 大卫王除了治理国务, 也会带领敬拜, 
献上记念性的各种祭物(memorial sacrifices), 参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463 页. 这里的献祭应该是与 结 45:22 的

记载有关, 这节论到在千禧年国里, 有一王(prince)“要为自

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作赎罪祭”. 这证明这里的

“王”不是指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罪的, 所以不

可能为祂“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 此外, 在 结 46:2, 这王参

与敬拜的活动, 但在千禧年里, 基督接受敬拜, 但不会参与

敬拜的活动. 可见这王不是耶稣基督, 有者认为可能是大卫

本身, 或大卫肉身的子孙之一, 参上引书, 第 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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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很多权力较小的统治者执行管治 
 
 在千禧年政体的行政架构中, 还有很多较小的

权力分支. 路加福音 19:12-28 显示, 在千禧年的国度

里, 有些人会获得授权, 管理十座城、五座城等等. 显
然, 他们要向支派最高领袖负责, 支派最高领袖又要

向摄政王大卫负责, 大卫则向“万王之王”主耶稣负责.  
 

获得授予这些权力是基于人对主的忠心事奉, 
是属于忠心的奖赏. 旧约已经预先提及这个做法, “主
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 祂的膀臂必为祂掌权. 祂的

赏赐在祂那里…”(赛 40:1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

家, 看守我的院宇;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

来往”(亚 3:7). 那些被带进千禧年里的忠信者, 特指那

些“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人(启 20:4), 预计将获

得神授予管治权力为奖赏.130  
 
总括而言 , 这千禧年的“治理”(或译 : 掌权 , 

reign)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治理(universal reign). 治理的

权力由基督分配给大卫, 再由大卫分配给十二使

徒, 再下到各城的管理者或掌权者(rulers). 这是

关系到巴勒斯坦的情况. 由于基督是“万王之王”, 
这种权力的分配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实行, 使全地

无一处不受“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所统治(请参 
但 2:35; 7:14,27; 弥 4:1-2; 亚 9:10). 

2) 千禧年的治理彰显不可动摇的公义与不容变更

的公平(赛 11:3-5;  25:2-5;  29:17-21;  30:29-32;  
42:13;  49:25-26;  66:14;  但 2:44;  弥 5:5-6, 10-15;  
亚 9:3-8). 

3) 千禧年的治理在圣灵充满的状态中执行, “耶和

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

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
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

也不凭耳闻”(赛 11:2-3). 
4) 千禧年的政体将是一个统一的政体. 以色列国和

犹大国不再分裂(结 37:13-28), 列国也不再四分

五裂. 世人所向往、为解决国际冲突而设立的理

想“世界政府”将会实现. 
5) 千禧年的政体会立即处理任何罪恶的事(诗 2:9; 

72:1-4; 赛 29:20-21; 65:20; 66:24; 亚 14:16-21； 
耶 31:29-30). 主耶稣基督“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 

                                                           
130   有学者认为在千禧年中, 那代表神权国度的管治

之“士师”(judges), 将会再度被神兴起(赛 1:26: “我也必复还

你的审判官[judges, 可译作“士师”], 像起初一样, 复还你的

谋士[counsellors], 像起先一般”).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赛 11:4). 简之, 由于有圣

灵的充满、认识神的知识遍满全地、魔鬼撒但

受到捆绑、公义之主临在的彰显, 所以一切的罪

恶将受到对付与全面压制.131 
 
 
********************************************* 

附录三:   圣城耶路撒冷 
 
(A)  引言 

 
 住在耶路撒冷超过 23 年的魏格纳(Clarence H. 
Wagner, Jr.)评述道: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

与耶路撒冷相比, 因为圣经中许多重要事件, 都在这

城内发生.132 大卫王这样总结‘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至

高的神、以色列的主那种无比的喜乐和兴奋: ‘人对

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
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

站在你的门内’(诗 122:1-2).”  
 

本附录就谈论一些有关

此城的重要事件. 以下资料摘

自《圣地纵横:发人深省的 365
则真相》(注: 【】内的数字是

此书“365 则真相”的条码):133  
 
1. 耶路撒冷还有许多其他名称, 例如: 撒冷、麦基洗

德之城(创 14:18; 来 7:1-2); 耶布斯, 神吩咐大卫为

祂征服的耶布斯人之城(代上 11:4); 耶路撒冷, 平
安之城; 大卫之城(撒下 6:10; 王上 2:10; 11:27 等); 
爱利亚·加碧多连那(Aelia Capitolina), 罗马皇帝哈

德良(Hadrian)于主后 135 年赐予此城的罗马名字; 
回教徒后来称这城为亚尔·古迪斯(El Kuds, 神圣之

处)等等 . 在希伯来文 , 此城的名字是耶路撒冷

( Yerushaliim ) (书 10:1), 以“平安”( shalom )这字的

复数为结尾, 表明这并不单单是一个平安之城, 而
是一个享有双倍平安的城市.【144】 
 

                                                           
131   附录二主要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457-465 页 (也参其英文版 Things to Come, 以对中文的译

文稍作修饰). 我们将在下一期的附录提到“千禧年的人民”. 
132   根据《精读圣经》, “耶路撒冷”一词在中文圣经

《和合本》共出现 819 次(旧约 673 次, 新约 146 次), 这还

不包括论到此城的其他名称如“神的城”(诗 46:4; 87:3)、
“耶和华的城”(赛 60:14)、“大君王的城”(诗 48:2)等等, 可
以说是圣经中最多论及的城市.    
133   魏格纳(Clarence H. Wagner, Jr.)著, 石永坚译, 《圣

地纵横·发人深省的 365 则真相》(香港北角: 以琳书房, 
2003 年), 第四章, 第 144-218 项 [注:此书无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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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者认为在圣经中, 以诗歌和描述形式论到耶路撒

冷的名字超过 70 个, 其中最常用的是“锡安”(152
次) (王上 8:1; 亚 9:13等). 耶路撒冷的其他一些名

称包括 : 神的城(诗 46:4; 87:3); 犹太京城(代下

25:28); 喜乐的城(耶 49:25); 可称赞的城(耶 49:25); 
公义之城(赛 1:26); 大君王的城(诗 48:2); 大君的京

城(太 5:35); 耶和华的城(赛 60:14); 诚实的城(亚
8:3); 忠信之邑(赛 1:26); 我民的城门(俄 13; 弥 1:9); 
“我所喜悦的”和“有夫之妇”(赛 62:4); 神的圣山(但
9:20; 亚 8:3); 全美的(衰 2:15); 诸省中为王后的(哀
1:1); 耶和华的宝座(耶 3:17); 以色列圣者的锡安

(赛 60:14), 亚利伊勒(神的狮子, 赛 29:1).【146】 
 

3. 神拣选了耶路撒冷为祂自己的城! 为了一步步实

践救赎全地的计划, 祂必须作出具有永恒性的宣告; 
神只称地球上这处地方为“我的城”(赛 45:13); 或
更常称她为“我的圣山”(赛 11:9; 56:7; 57:13; 结
20:40; 珥 2:1; 3:17). 由于耶路撒冷是神的城, 祂将

自己的名安放在其中 . 所以这城也常被称为“圣
城”(尼 11:1,18; 赛 48:2; 52:1; 太 4:5; 27:53; 启
11:2).【147】 
 

4. 神爱耶路撒冷, 因为这是祂的城, 是祂拣选为自己

居所的地方: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祂爱锡

安的门, 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诗 87:1-2). “因为

耶和华拣选了锡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说: 这
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

意的.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 使其中的穷人饱

足”(诗 132:13-15).【148】 
 

5. 圣经怎样描述耶路撒冷? 大卫说: “耶路撒冷被建

造, 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诗 122:3). 这篇诗篇

虽是大卫在三千年前写成的, 却对今日耶路撒冷的

外在形态有非常恰当的描述. 今天, 当你从远处望

向耶路撒冷旧城, 会看见一座建筑物彼此交织接叠

起来, 活像一幅立体的图样织布.【149】 
 

6. 三千年来, 耶路撒冷一直是有敬虔信仰者前往朝拜

的地点.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 我们登耶

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祂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

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赛 2:3). 大卫也指出耶

路撒冷是前往朝拜永生神的目的地: “众支派, 就是

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 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

和华的名”(诗 122:4).  
* 在现今的耶路撒冷, 可以发现不同历史年代的建

筑物, 这里也凝聚了各式各样的民众, 包括当地的

居民和来自各地的访客. 在耶路撒冷, 你会见到来

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访客; 见到许多穿着传统黑

色窄腰外袍和灯笼裤、头上戴了毛皮帽, 鬓上长了

卷发的哈西典派犹太人(Hassidic Jews); 甚至会见

到缓缓从沙漠骑骆驼入城镇补给生活日用品的贝

都因人(Bedouin).【150】 

 
7. 在圣经时代, 神特别命令祂的子民以色列人要一年

三次上耶路撒冷过节(利 23): 逾越节、五旬节和住

棚节. 这对首都耶路撒冷  —  不论在文化、社会和

政治各层面  —  均有极大的影响. 在这些节期, 犹
太人从境内各处蜂拥前往耶路撒冷, 献上贡物, 研
读律法书和举行庆祝活动. 在耶稣基督时代, 耶路

撒冷的人口在过节的时候多达 25 万人, 大约是平

常人口的六倍.  
*神借着这些往耶路撒冷朝拜的节期, 提醒祂的子

民记念在历史上神为他们(和我们)所行的事. 在现

今这世代, 庆祝这些节期的目的仍旧一样. 如今, 犹
太人和基督徒每年在这些节期到耶路撒冷过节, 敬
拜锡安的主.【151】 
 

8. 不久将来, 当主再来的时候, 列邦列国都要上耶路

撒冷, 与祂一同欢度住棚节: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

列国中剩下的人, 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  —  万军

之耶和华, 并守住棚节”(亚 14:16).【152】 
 

9.  诗人进一步形容耶路撒冷说: “锡安山  —  大君王

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诗 48:2). 
耶路撒冷过往和现在都是神居住的所在. 这个城市

本身就是一个见证, 见证神临到世界, 施行拯救的

故事. 诗人认为值得将这事一代代传述下去: “你们

当周游锡安, 四围旋绕, 数点城楼, 细看她的外郭, 
察看她的宫殿, 为要传说到后代. 因为这神永永远

远为我们的神; 祂必作我们引路的, 直到死时”(诗
48:12-14). 这段经文, 同样指向今天千千万万到耶

路撒冷敬拜神, 将祂的救恩传扬到世界各地的信徒.
【153】 
 

10. 诗篇 125:1-2 说: “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 永
不动摇.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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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祂的百姓, 从今时直到永远.” 耶路撒冷位处中央

山脉最高处, 为什么诗人却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呢? 
要完全明白诗人的意思, 必须了解耶路撒冷旧城的

位置 . 旧城靠近汲沦谷(Kidron Valley)的基训泉

(Gihon Spring), 将耶路撒冷与东面的橄榄山分隔

开; 西面是当今的锡安山, 北面的高地比旧城高出

不少, 因此, 虽然耶路撒冷处于沿分水嶺山脉的顶

点 , 她却被周围更高的山脊围绕 , 凹陷在其中 .
【154】 
 

11. 像许多古时的大城市那样, 耶路撒冷有城墙围绕, 
各处设有閘口(城门), 閘门在晚上或战事爆发时关

闭, 以便保护城内居民. 这些閘口是唯一出入之通

道, 较大的閘门是用金属和木造成(诗 107:16; 赛
45:2), 晚上关闭时再加上铁或木造的横闩(王上

4:13; 鸿 3:13), 确保城内居民的安全. 
* 主要的閘门必须够宽敞, 可容战车和马车出入. 
閘门往往是城墙最脆弱的地方, 因此在设计上必须

非常小心, 以防敌兵进入. 通常在这些閘门的侧面

筑起城楼(撒下 18:24,33), 不论日夜, 守望的人会站

在城楼上守望. 神呼召我们(祂子民)在耶路撒冷的

城墙上守望, 为这城求平安, 直到她在地上成为可

赞美的(赛 62:6-7).【155】 
 

12.  城门是一个城市最繁忙的地方. 贴近城门入口处

有大庭院或宽敞的街道, 这是城内大部分的社交、

商业及法律活动进行所在. 这里是宣读律法的地方

(书 20:4; 代下 32:6; 摩 5:10-15); 是交换传递新闻

和消息的集中地(创 19:1), 也是闲言闲语传播开去

的地方. 城门口有兴旺的市集, 耶路撒冷的鱼门(尼
3:3), 羊门(尼 3:1), 水门(尼 3:26)和马门(尼 3:28)就
是其中一些例子; 城门口也设有入口商品的贸易

中心(赛 3:18-24).    
* 先知和祭司是在城门处宣讲和劝勉群众 (赛
29:21; 摩 5:10; 耶 17:19); 罪犯则在城门外受处罚

(王上 21:10; 徒 7:58). 你也可以在城门这处地方招

引统治者或权贵对你的注意(撒下 19:8; 王上 22:10; 
斯 2:19,21; 3:2). 倘若入城的访客没有地方留宿, 晚
上便会在城门口休息. 若被选召成为可坐在城门口

的长老, 是非常荣誉的一件事(箴 31:23; 但 2:49). 
不过对那位在城门口为长老, 却不站稳在真道上, 
反与世界妥协的罗得, 是成了可悲的咒诅(创 19:1).
【156】 
 

13.  今天, 耶路撒冷城墙有九个城门引进耶路撒冷旧

城. 在城墙北面有新门(New Gate)、古旧的大马色

门(Damascus Gate)和希律门(Herod’s Gate); 东面有

狮子门 (Lion’s Gate, 也称为“圣司提反门”, St. 

Stephen’s Gate)和东门(Eastern Gate, 又称为“金门”, 
Golden Gate). 为了阻止弥赛亚(耶稣基督)如众先

知所预言, 会从金门进入登上圣殿门, 回教徒在 16
世纪时将金门封闭 . 此外 , 在南面有粪门(Dung 
Gate)、锡安门(Zion Gate)和多个世纪前被封闭但

近期重新开启的硝皮匠门(Tanner’s Gate). 在西面

城墙只有雅法门(Jaffa Gate).【157】 
 

14.  耶路撒冷从古

迄今一直是神

在世界施行救

赎的关键地点. 
主前 1004 年 , 
耶和华将耶路

撒冷交在大卫

王手里, 圣经这

样记载这历史

事件: “大卫和

以色列众人到

了耶路撒冷, 就
是耶布斯; 那时, 
耶布斯人住在那里. 耶布斯人对大卫说: ‘你决不能

进这地方.’ 然而, 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 就是大卫

的城. … 大卫住在保障里, 所以那保障叫作大卫城. 
大卫又从米罗起, 四围建筑城墙, 其余的是约押修

理 . 大卫日见强盛 ,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

在”(代上 11:4-9).【158】 
 

15.  大卫得着神的赐福, 征服了耶路撒冷, 是因为神拣

选了这个地方. 耶路撒冷位处犹大和便雅悯边界, 
是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桥梁, 可以将十二支派汇聚

在一起. 因此,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在灵性及行政上

的首都. 今天, 她仍是以色列的首都. 以色列历代君

王在耶路撒冷建立权位, 领布政令, 神也临在祂自

己的殿宇, 接受祂子民的尊称和敬拜. 耶路撒冷这

平安之城, 已命定成为世界局势的聚集点.【159】 
 
16.  对神来说, 大卫建设耶路撒冷作为圣殿的所在, 成

为祂临在的居所, 是十分重要的: “但选择耶路撒冷

为我名的居所, 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代下

6:6).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王下 19:34). “然而耶和华  —  
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 坚立耶路撒冷”(王上 15:4).
【160】 
 

17.  大卫曾买下亚劳拿的禾场,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撒下 24 章), 后来又将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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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3:1), 这也是大希律将第二圣殿装饰与兴建得宏

伟无比的地方.【161】 
 

18.  耶路撒冷的圣殿山, 是神临在作为祂居所超过一

千年的地方, 这同样是主再来的时候, 在以色列建

立祂千禧年国度的地方. 祂要从耶路撒冷统管治理

整个大地.【162】 
 

19.  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 却比任何一个城市经历过

更多的围堵和战争, 这确实是非常吊诡. 根据记载, 
耶路撒冷先后被征服过 37 次, 86 次易手, 还有无

数次小规模的征讨.134 从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的时

代开始, 耶路撒冷曾经被亚摩利人、约书亚、耶布

斯、大卫(为耶和华争战)、非利士人、巴比伦

人、亚述人、马其顿人、多利买人、西流古人、

罗马人、拜占廷人、波斯人、阿拉伯人、

Seljuks、十字军、蒙古人、马穆鲁克人、土耳其

人、英国人和约旦人征服(占领), 如今耶路撒冷再

一次回到以色列的手里.【171】 
 

20.  耶路撒冷是王者之都, 迄今为止, 她是神在人间建

立的唯一王国的首都; 城里建造了主的圣殿, 唯独

在这地方, 可以合法地向耶和华献上祭牲.【172】 
 

21.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神渴望他们回归

故土, 重建耶路撒冷: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

耶路撒冷为锡安, 心里极其火热. 我甚恼怒那安逸

的列国, 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 他们就加害过分.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仍施怜

悯, 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 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

上.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要再宣告说, 万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城邑必再丰盛发达. 耶和华必

再安慰锡安, 拣选耶路撒冷”(亚 1:14-17).【173】 
 

22.  希律的第二圣殿是古代

世界的一大奇观. 根据约

瑟夫 (Josephus, 主后 37-
93 年)的记载, 兴建第二

圣殿总共雇佣了一万劳

工, 又动用了一千辆马车

来搬运建筑材料, 整个工程耗时八年.【174】 
 

23.  主后 70 年, 罗马人拆毁第二圣殿, 只剩下建筑平

台西边的一幅外墙; 罗马人留下这幅墙是有双重

目的, 一方面提醒犹太人圣殿已被拆毁, 另一方面

                                                           
134   Eliyahu Tal, Whose Jerusalem? (Tel Aviv, Israel: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a United Jerusalem, 1994), 第
123 页, 转引自《圣地纵横:发人深省的 365 则真相》. 

让世人记得这宏伟的圣殿建筑. 兴建第二圣殿的大

部分石头, 平均 42 吋(106cm)高, 10 呎(305cm)长. 
有些石头长达 39 呎(12m), 重量超过 100 吨. 在墙

中间最大的一块石头的体积, 为 42 呎(13m)乘 14
呎(4m)乘 11 呎(3m), 重量达四百吨! 这些石头切割

得非常好看, 石头表面和接驳斜边亦非常光滑; 建
造这幅高达 70 呎(21m)的西墙, 竟然没有用过砂浆

和灰泥!【175】 
 

24.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在自己

家里, 留下墙壁其中一部分不涂上油漆, 他们称这

为“Zecher la Hurban”, 意思是常常提醒自己圣殿

已被拆毁了!【176】 
 

25. 耶路撒冷是大卫后裔犹大诸王的城市. 耶稣基督是

大卫的后裔, 在伯利恒降生. 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南

面只有 5 英里.【183】 
 

26. 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在耶路撒冷受死(太 16:21; 注: 
更仔细来说: 基督是在耶路撒冷城门外被钉十架

而死). 将来, 祂会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亚 14:4). 
为了以色列全家, 最终为了整个世界, 神的拯救者

会在锡安出入,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

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

一切罪恶”(罗 11:26).【184、187】 
 

27.  耶路撒冷市长郭理乐(Teddy Kollek)说: “过往三千

年, 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希望和思念的聚集点; 
没有另外一个城市, 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影响, 比得

上耶路撒冷对犹太民族在历史、文化、宗教和意

义上所担当的角色. 在犹太人散居各地的十数个世

纪, 耶路撒冷仍然活在世界每个角落的犹太人心里, 
耶路撒冷是犹太历史的中心点, 是他们古时光辉一

页历史的象征, 是整个民族属灵成果的见证, 是以

色列复兴的盼望! 犹太人的心灵孕育了一个意念: 
倘若你要用一个简单的字描述整个犹太民族的历

史, 那个字就是‘耶路撒冷’.”【198】 
 

28.  每年逾越节的时候, 住在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会

背诵 “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这句誓言, 表明他们

渴想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心愿. 犹太人在念诵亚

米达(Amidah, 就是犹太祷告文中静默不语那部分), 
他们在内心祷告说: “愿我们的眼睛, 看见你大施怜

悯回到锡安!” 在每次用膳后, 犹太人存感恩的心, 
向大能的神祷告说: “愿你在外面的日子, 快快重建

耶路撒冷.” 数千年来, 犹太人一日三次祷告说: “愿
我们怀着欢喜快乐的心, 回到你的圣城耶路撒冷.”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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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从大卫征服耶路撒冷直到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

(主前 586)这段时间, 犹太人一直在耶路撒冷居住. 
后来, 以斯拉及尼希米带领犹太人回归, 重建圣城

耶路撒冷. 从这时候直到主后 70 年和主后 135 年, 
罗马人赶逐犹太人为止, 在耶路撒冷总有或多或少

余民在那里生活. 到 19 世纪开始, 耶路撒冷人口, 
再一次以犹太人占大多数.【200】 
 

30.  自 1818 年开始, 耶路撒冷的人口以犹太人为主. 
今天, 耶路撒冷 70万人口中, 超过百分之七十是犹

太人. 19 世纪初, 耶路撒冷是一个遍地尘埃, 被人

遗忘的城市, 人口不足一万五千人, 如今, 她再一次

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过往三千年, 证明耶路撒冷人

口的数目, 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管制下, 不断增加, 
但在回教徒的统治下, 则日渐减少. 【201】 
 
主前 610 年 在巴比伦入侵前犹太人统治 20,000 
主后 10 年 希律时期犹太人统治 35,000 
主后 65 年 罗马入侵前夕犹太人统治 50,000 
主后 638 年 拜占廷时期基督徒统治 60,000 
主后 1050 年 回教法蒂玛(Fatimid)统治135 20,000 
主后 1180 年 天主教徒十字军统治136 30,000 
主后 1450 年 回教马穆鲁克统治 10,000 
主后 1690 年 早期回教土耳其奥图曼统治 10,000 
主后 1800 年 中期奥图曼统治 12,000 
主后 1910 年 后期奥图曼统治准犹太人移民 75,000 
主后 1946 年 英国托管(基督徒统治) 165,000 
主后 1967 年 耶路撒冷再次统一(犹太人统治) 250,000 
主后 1999 年 以色列人口统计(犹太人统治) 633,700 

 
31.  虽然回教徒曾经统管耶路撒冷接近 1 千 2百年(期

间短时间由十字军统治), 但大部分时间这些统治

者都是非阿拉伯裔的回教徒 , 例如 Fatimid、
Seljuks、马穆鲁克和土耳其奥图曼等.【202】 
 

32. 1948 年至 1967 年, 东耶路撒冷在回教国约旦掌管

之中, 犹太人不能进入这个地区. 1967 年, 六日争

战中, 以色列重新取得耶路撒冷的主权, 包括圣殿

山和圣经时代的旧城在内.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散

了大约 1 千 9 百年后回归耶路撒冷.【203、206】 
 

33. 诗篇 122:6 告诉我们: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就是按着主的计划祈求神的平

                                                           
135   这里的法蒂玛(或译: 花天觅, Fatimid)是指“法蒂玛

王朝”, 即主后 909 年至 1171 年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北非建

立的穆斯林王朝.【注: 法蒂玛(Fatima)是穆罕默德之女, 是
阿里之妻, 被什叶派尊称为“圣母”, 引自《英汉大词典》】 
136   此书写的是“基督徒十字军统治”, 但正确的说法是

“天主教徒十字军统治”.  

安临到. Lydia Prince 在所撰写的《在耶路撒冷的

职分》(Appointment in Jerusalem)一书中, 指出耶

路撒冷是神在地上所命定的中心聚集点. 按照神的

计划, 真理和平安要从这中心传遍各处各方, 列邦

列国亦会来到耶路撒冷朝拜和献上贡物! 因此为

耶路撒冷祷告, 最终会将祝福带往各地各族各方. 
事实上, 世界是否得享和平, 完全仗赖耶路撒冷是

否得着平安!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这神圣计划(特指

基督再临, 设立千禧年国, 以耶路撒冷为全球中心, 
来治理万国万民), 是这世界唯一的希望!【215】 

 
34.  神呼召每一个笃信祂话语的儿女, 在耶路撒冷的

城墙上作守望者(指为她儆醒祷告, 而非真的去到

耶路撒冷城墙上). 以赛亚书提醒所有向圣经中的

神、以色列的主祷告之人, 继续不断为锡安代求: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 直到她

的公义如光辉发出, 她的救恩如明灯发亮. … 耶路

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静

默.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祂歇息, 
直等祂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

美的”(赛 62:1-7). 耶路撒冷的的确确是神的城! 当
神对耶路撒冷的预言成就的时候, 耶路撒冷将会享

受真正的平安, 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216】 
 

35.  圣经劝勉相信神话语的人说: “你们的神说: 你们

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她宣告说, 她争战的日子已满了; 她的罪孽赦

免了; 她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赛 40:1-2).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她一同欢

喜快乐 ; 你们为她悲哀的都要与她一同乐上加

乐”(赛 66:10).【217】 
 

36.  将来(指千禧年结束, 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 参启

示录 20 章)会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 “我又看见一

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

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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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21:1-2).【218】 
 

在圣经中, 没有一处地方比耶路撒冷受到那么

多的尊荣和赞美. 除了耶路撒冷, 世上也没有一处在

面对敌军多次摧残, 却同时得着神的应许, 会享有终

极的荣耀和永远的平安. 让我们谨记神对祂子民的劝

勉 , 说: “你们要为耶

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

撒冷啊 , 爱你的人必

然兴旺”(诗 122:6). 耶
路撒冷啊! 愿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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