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总要作神的仆人!  
 

虽然信主耶稣之人在基督里已蒙救赎, 得着自

由, 脱离罪的永刑, 但彼得提醒信徒, “你们虽是自由

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总要作神的仆人”(彼前

2:16). 论到“神的仆人”一词, 苏佐扬指出, 这节的“仆

人”一词, 原文是 doulos , 意即“奴仆”(即奴隶). 这种

“奴仆”是被主人用价钱(银钱)买来的, 而且要在手臂

上盖一个主人的烙印, 表示一生属于这主人, 要忠心

服事他. 【苏佐扬, 《原文解经》, 第 352 页】. 
 

基督徒该作“神的奴仆”(也可译作“神的奴隶”). 

但听到“奴仆”或“奴隶”一词, 有些人就武断地批判说

圣经“奴役人的思想”, 是“支持奴隶制度的毒物”! 果

真如此吗? 我们在本期《家信》的“书中之书”专栏, 

就仔细探讨“圣经和奴隶制”这一课题, 从中阐明旧约

和新约圣经的“奴隶观”与世俗的奴隶制大有区别, 并

举例证明圣经如何影响许多基督徒政治家, 为解放黑

奴而竭力奋斗多年, 至终成功立法废除奴隶制度. 
 

 此外, 对于有人批判和控诉“旧约圣经支持蓄

奴、欺压人权的丑恶习俗”, 我们在本期《家信》的

“本月主题”专栏特别谈到“禧年”  —  神为释放奴隶而

特别设计、使他们重获自由的恩年!【请参文中的附

录三: 禧年】. 我们也在本期《家信》的“原文解经”

专栏探讨腓立比书 1:1  —  “基督耶稣的仆人”. 
 

 事实上, 神的“奴仆”一词强调信徒是属于神的, 

是主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忠心服事主, 以此荣耀神. 我

们的主耶稣自己先为我们树立了最佳榜样; 祂本为至

高的神, 却“取了奴仆(奴隶)的形像”, 谦卑服事人. 这

就是为何召会的领袖  —  长老(监督或牧者), 必须实

践“仆人(奴仆)心态的领导”. 我们在本期《家信》的

“召会真理”专栏, 就阐释长老职分这方面的重要特征. 
 

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是主所重用

的仆人, 开创了 20 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差传会  —  内

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某次, 在澳洲墨尔本的某

教会中, 聚会主持人说尽一切好话来介绍戴德生, 称

他为“我们卓越的宾客”(our illustrious guest), 怎知戴

德生一上台讲道, 第一句话竟然是: “亲爱的朋友, 我

是卓越之主的卑微奴仆(little servant of an illustrious 

Master).” 是的, 重点不是“你是不是奴仆”, 而是“你是

谁的奴仆”! 今天很多自称自由的人, 实际上是金钱的

奴仆, 或罪的奴仆! 被金钱和罪所辖制, 失去自由. 但

我们是“卓越之主的奴仆”, 作为这位满有慈爱、公

义、恩典之主的奴仆, 我们是有福的, 也使人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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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奉献无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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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吹角节、赎罪日、 

住棚节 和 禧年 
(利 23:23-44; 25:8-24) 

 
 

(A)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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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预表上, 逾越节述说基督的代死, 

无酵节强调圣徒的交通, 初熟节表明基督的复活, 

五旬节则预示圣灵的降临. 3 月 6 日的五旬节过

后, 要等到 7 月 1 日(几乎四个月之久), 才轮到下

一个节日  —  吹角节.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

写道: “五旬节的工作结束后, 我们读到 利 23:23

记载: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句

话表明另一系列的事件开始了.”1 

现在就让我们从预表(type)2的观

点, 来思考另一系列的三个节期, 

即耶和华七大节期的最后三个 , 

并思想它如何在主耶稣基督的身

上, 得着完美的应验或实现.   

 

 

(B) 吹角节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 23:23-25;  民 10:2,9,10) 
 

在查考耶和华的节期时, 我们在此要谨慎

地看出时间上的转变. 前四个节期(逾越节、无酵

                                                           
1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239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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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初熟节和五旬节)是属历史性的, 叫我们往后

看, 因它们指向过去的事件  —  基督的代死和复

活, (升天后)圣灵降临, 成立召会. 

 

然而, 吹角节叫我们往前看, 指向将来的

事件  —  神会重新处理以色列国民, 为祂的子民

在将来成就祂的旨意(注: 这是对神属地的子民以

色列而言, 对于神属天的子民召会而言, 吹角节

可指向基督再临而召会被提一事). 戴维斯(J. M. 

Davies)曾说, 吹角对以色列国民有三方面的功效: 

 

1) 它会唤醒(awaken)他们  —  赛 58:1 

2) 它会警告(alarm)他们  —  珥 2:1 

3) 它会聚集(assemble)他们 —  赛 27:13 

 

唯有天上全能神的能力才能成就这些事, 

正如祂借先知以西结

所预言的  —  “我必

从各国收取你们 , 从

列邦聚集你们 , 引导

你们归回本地 ”( 结
36:24). 

 

 戴维斯对耶和华的节期有很好的注释, 他

指出这段经文所采用的字 , 只是“一个记念”(a 

remembrance)的意思. 犹太人会回想到民数记第

10 章的日子, 即是借着吹角来聚集会众(第 2 节), 

也预备他们起行前进, 因这是神给他们的沟通方

式, 表明要他们启程前行了. 吹角表明神在过去

的大能, 也预示神将来的大能(第 9 节); 而在喜乐

之日也可以吹角(第 10 节). 

 

 神在 利 23:25 说: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

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神的这个吩咐让我们

反思神凌驾一切的旨意, 即在这一切事上, 神要

为祂那位可颂之子辩护, 并高举祂到应得的尊荣

地位. 神旨意的中心是基督的牺牲(指作为祭物般

的献祭与牺牲), 并祂如火祭般燃烧在坛上, 馨香

之气升到神面前(如同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

火祭”, 利 1:9), 这些宝贵事件应该成为我们永远

记念的事, 即记念神为要实现祂永远的旨意(即永

恒的计划), 付上何等昂高的代价.  

 

 当神的儿女们思想到神将从万民中聚集

祂的子民, 并实现祂在千年以前所应许的话,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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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得到激励, 要为主活出更加委身的生命. 祂

是何等伟大的神啊! 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 

 

 

(C) 赎罪日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 23:26-32;  赛 53:6,12;  来 9:1-5) 
 

利未记第 16 章给了我们有关赎罪日的详

细记录, 而这日是整年里最重要的日子, 因为就

在这一日, 罪获得处理, 神供应以色列整体国民

从他们一切罪中得着洁净(利 16:30). 

 

“要刻苦己心”(利 23:27), 这是以色列人在

当日所该进行的第一项任务. 这是悔改之日. 赎

罪日有预言性的意义, 指向 亚 12:10-14 所说的、

在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 就是 罗 11:5 所谓“照着

拣选的恩典…所留的余数 ”(或译 “余民 ”, the 

remnant)将要在神面前, 自己谦卑悔改(归信耶稣

基督). 作为以色列国民, 他们将醒悟过来, 明白他

们所拒绝和垂弃的耶稣, 

其实就是真正的弥赛亚; 

拿撒勒人耶稣, 其实就是

神所差遣来的救主!3  

 

虽然利未记 16 章

和 23 章都论到赎罪日, 

但它们所强调的重点有

所不同. 在利未记第 16 

章, 所强调的是所献的祭

                                                           
3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评述道: “吹角之后八日. 

就是赎罪日. 事情是有关连的, 分别是人心的受苦, 罪的买

赎, 和从劳苦中安息. 犹太余民(remnant)将会逐一经历这些

事. ‘麦秋已过, 夏令已完, 我们还未得救’(耶 8:20). 当神的

灵将要触摸余民的心和良心之时, 他们就发出这哀声. 如经

上所说,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

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丧长子. 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

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 境内一家一家的, 

都必悲哀’(亚 12:10-12).  何等深切的悲哀! 何等强烈的痛

苦! 在圣灵的大能作为下, 将有何等真挚的悔改, 余民回想

自己往日的罪、安息日的藐视、律法的破坏、用石头打死

先知、刺扎神的儿子、拒绝圣灵! 这一切都排列在蒙光

照、受造就的良心上, 叫人心产生真诚的苦楚. 然而赎罪的

血要满足这一切. ‘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开

一个泉源, 洗除罪恶与污秽’(亚 13:1). 他们会感到自己的罪

孽, 深觉苦楚, 并且蒙引领, 认识这血的功效, 得着完全的平

安. 他们的心灵进入那日的安息.” 麦敬道著, 《利未记释

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89-290 页. 

物、洒血的礼、在神面前解决罪的问题, 并“遵

照一切指示来赎罪”的重要性. 这是基督所做的; 

祂对神有独特的认识, 所以祂能来到世上, 借着

祂的生和死, 满足了神一切圣洁的要求, 献上了

神完全满足的祭. 为着这样完美的救主, 我们赞

美神! 

 

不过, 当我们来到利未记第 23 章, 所强调

的重点则是享受基督赎罪工作所带来的福气与

安息. 赎罪日这一天是刻苦己心、痛心悔改的一

天, 是献上祭物的一天; 但这一天也庆祝安息日, 

享受安息.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很容易知道许多

关于各各他的事, 了解一切关乎基督十架救赎工

作的真理, 却没有享受救恩所带来的平安与满足.  

 

救恩所带来的其中一项福气, 就是“基督

的平安”(腓 4:7). 在这充满压力和忧虑的世界, 我

们需被提醒有关在基督里的简易性, 并安息在神

供应的丰富中. 深愿今日祂的平安与安慰围护着

我们的心怀意念, 好让别人也留意到我们那与众

不同的生命, 就是被神救恩所改变的生命. 

 

 

(D) 住棚节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 23:33-44;  出 12:37) 
  

住棚节是记念以色列人蒙救赎的第一夜, 

就是以色列人蒙神拯救出埃及时, 曾暂时安营, 

住在棚子里(故作“住棚”, 参 出 12:37).4 有三次神

以大能拯救祂(属地)的子民. 首先是拯救他们脱

离埃及和法老的奴役; 其次是通过古列王(Cyrus)

的谕令, 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 第三是在“外邦人

的日期”满足的时候, 拯救他们脱离列国的迫害. 

 

在旷野中, 以色列民是寄居者, 不断移居, 

朝向应许之地. 在未来的一日, 列国万民将目睹

神的大能, 如何把他们从地的四方带到神所应许

赐给他们的福地, 继承并享受那地. 这是喜乐的

                                                           
4   出 12:37: “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往疏割去; 除了

妇人孩子, 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 值得注意的是, 这节的

“疏割”(KJV: Succoth)一词在希伯来文是 sûkkôth {H:5523}, 

意即复数的 sûkkâh {H:5521}, 而 sûkkâh 的意思是棚子

(booth)、亭子(pavilion)或暂时的遮蔽所. 有者认为“疏割”

一名是因以色列在此搭棚暂住而得名, 或至少说, 此名预示

或象征以色列在此搭棚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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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达秘指出, 住棚节是预表千禧年的喜乐), 

犹如住棚节前的大丰收, 把农作物收集起来(故称

“收藏节”, 出 23:16), 叫一切有关的人得享安息. 

 

然而 , 在住棚节里 , 

有什么是归给神的? “七日

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利

23:26). 这预表在千禧年的

荣耀里, 召会已蒙救赎, 以

色列国民已被聚集, 那时人

将给神一个世世代代的记念(参“世世代代常献的

燔祭”,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出 29:42), 就是记

念基督的舍己牺牲, 实现了这一切的喜乐. 祂  —  

也只有祂  —  配得如此荣耀, 诚然如此.  

 

然而, 主耶稣在世上时, 约翰福音第 7 章

曾提到住棚节这个节期; 可悲的是, 它已不再是

“耶和华的节期”, 而是“犹太人”的节期了(参 约

7:2).5 以色列国民的属灵状况何等低落, 以致这

节期的目的和价值已经流失, 至少直到基督降世

前正是如此. 祂深爱父神, 而神也决意在祂身上

恢复人因犯罪和失败所失去的一切, 就是恢复受

造之物的美丽和次序; 它们因人愚昧犯罪遭受破

坏, 导致悲剧.  

 

我 们 并

不稀奇, 神在基

督里获得何等

的喜悦, 喜悦祂

的每一方面、

每一细节, 因祂

                                                           
5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贴切评述道: “在本章的

末节, 我们读到: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KJV: the feasts 

of the LORD), 传给以色列人.’ 这是节期真正的特性和原有

名称. 但在约翰福音里, 它被称为‘犹太人的节期’(feasts of 

the Jews), 已长久不是耶和华的节期了. 祂(主耶稣)被人拒

绝, 他们不要祂. 所以,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耶稣的弟兄叫祂

上去守‘犹太人的住棚节’(KJV: Jews’ feast of tabernacles), 

祂回答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祂‘暗中’(privately)上去的

时候, 祂是站在自己的地位上, 离开整个节期的事, 叫所有

饥渴的人都到祂那里去喝. 这里有严肃的教训. 神圣的设立

在人手里很快的损坏了. 噢! 凡饥渴的人都感受形式宗教

(religious formality)的虚空和枯燥乏味. 惟有来到耶稣那里, 

白白的在祂无穷江河里喝, 并且自己成为管道, 叫别人得福. 

这样的认识, 是何等大的祝福.” 麦敬道著, 《利未记释义》

(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93-294 页. 

彰显公义、良善和恩典. 在将来的日子, 神不再

看到劳苦叹息的受造之物, 而是蒙福的一幕, 就

是那位真君王(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 以公义

统治全地. 那时, 人首次看到祂作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祂将彰显至美荣耀.     

 

 

(E) 禧年里所预表的基督  

(利未记 25:8-24;  太 11:28) 
  

禧年(Jubilee)的主要目的, 是要让土地得

着安息. 神创造万物后, 便歇了祂的工, 并吩咐人

在六日工作, 第七日必须安息  —  守安息日. 神

借着祂儿子的话语创造了万物. 但那位首先创造

和维持万物的神, 教导人如何尊重土地, 使它保

持肥沃, 确保田产丰富. 想想此事, 特别是在现今

的工商业时代, 只注重多产, 却忽略“安息”一事.  

 

 雅歌 2:3 说: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

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 尝他

果子的滋味, 觉得甘甜.” 我们能享受基督, 而其

中一些最甘甜的享受, 是当我们的心灵在基督里

安息才能获得, 就如“坐在他的荫下”, 享受神丰富

的供应. 

 

神吩咐每个人在禧年时, 要归回他的产业

和家庭. 天上的神很重视我们对家庭(domestic)事

务的态度和责任. 圣经对这方面有清楚的教训, 

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职业操守和家庭价值

观; 而禧年叫人反思这方面的事物, 矫正这方面

的失衡, 得享安宁的时期. 禧年时要停止欺压的

事, 并要在需要的情况下补偿人的损失, 而这方

面的吩咐是来自最高权威  —  “我是耶和华你们

的神”(利 25:17).6  

 

我们会在这章里看到基督, 这方面有许多

值得思考的事. 祂是何等公义正直, 因祂曾说: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 神的物当归给神”(太

22:21). 当祂看见人在祂父的殿中做买卖, 不将圣

殿分别为圣, 反倒把它当作赚钱取利之处, 祂便

义怒填胸(可 11:15-17). 即使在十架上, 祂也向自

己的寡妇母亲彰显无比关爱(约 19:26-27); 诚然, 

                                                           
6   利 25:17: “你们彼此不可亏负, 只要敬畏你们的神,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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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何等的孝顺, 对祂在地上的父母尽了作孩子

的责任. 

 

在利未记 25 章, 我们看到那些尊重神的

人, 神会补偿他们. 当人问: “这第七年我们不耕

种, 也不收藏土产, 吃什么呢?” 神以应许来回应: 

“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 地便生

三年的土产”(利 25:21). 对于那些劳苦担重担的

心灵 , 救主也应许

道: “可以到我这里

来 , 我就使你们得

安息”(太 11:28).7    

 

 

(F) 结语 
 

论到住棚节, 约翰·达秘(J. N. Darby)写道: 

“我们察觉到住棚节是在地的出产被收聚后才临

到, … 不仅是在收割麦子之后, 也是采摘葡萄之

后. 意思是, 神以审判来分别祂的子民(此乃收割

麦子所预表的, 参 太 13:30, 47-49; 也参 马太福音

第 25 章; 启 14:15-16), 并在地上执行最终的审判

(此乃采摘葡萄并榨取葡萄汁, 参 启 14:18-20)之

后, 属天与属地圣徒将全被收聚起来. 以色列将

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七日(注: 这点预表神属地的子

民[以色列人]将进入千禧年, 在那一千年的长期

中欢庆喜乐). 

 

“逾越节有它所预表的实体(预表基督作为

逾越节的羔羊, 代死赎罪), 五旬节也有(预表基督

升天, 圣灵降临, 成立召会); 但住棚节这喜乐的日

子预表将来要成就的事, 就是主耶稣(基督或“弥

赛亚”)作为它喜乐的中心与根源, 也将要在大会

(great congregation)中喜乐, 并在大会中赞美耶和

华 ( 诗篇 22:22). 8  祂已在祂弟兄的会中 (the 

assembly of His brethren)开始这样做; 但到了那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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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16, 117, 118

页; 另在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8   诗 22:22-23, 25: “我要将祢的名传与我的弟兄, 在

会(the congregation)中我要赞美祢.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

赞美祂! 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祂! 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

祂! … 我在大会(the great congregation:)中赞美祢的话是从

祢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雅各整个民族(指真以色列人, 参 罗 9:6-8)要被呼

召去荣耀祂, 而全地的人也都要记念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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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利未记 23 章的最后三个节期 

(格里夫, Paul Grieve) 

 

   利未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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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上一期(第 129 期)的《家信》里, 我们已在“本月主

题”的附录中讨论了利未记第 23 章的首四个节期, 本

期将探讨最后三个.  

 

 (一)   吹角节 (Trumpets, Rosh Hashanah) 
  

七月的第一日标志着犹太人民事年(civil year)

的开始. 所吹的角显然不是民数记第 10 章的银号(或

译: 银号筒, silver trumpets), 虽然这银号在每个月的

开始都会吹响 . 但要开始新的一年 , 所吹响的是

shofar  (这希伯来字是指用羊角制成的“羊角号”),11 或

公羊角 (ram’s horn); 圣经学者如埃德逊 (Alfred 

Edersheim)、克毅俄与德利治

克(Keil & Delizsch)、塔福特

(Fredk. A. Tatford)等, 都提到

这点(以吹 shofar 开始新的一

年), 纵然圣经没有提及此事.  

 

利未记第 23 章没有

记载吹角节当献的祭物, 但在

                                                           
9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241 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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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希伯来文 shofar 是一种古老的号角乐器, 通常由

公羊角(ram’s horn)制成, 用于犹太宗教仪式. 羊角号主要用

于 Rosh Hashanah (犹太新年, 即吹角节) 和 Yom Kippur (赎

罪日) 的祝祷和纪念仪式.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 

   

《家信》: 第 130 期 (2021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民数记第 29 章却有. 当献的是“公牛犊一只, 公绵羊

一只 , … 公羊羔七只 , 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

华”(民 29:2), 再加上“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民 29:5).  

 

召会在五旬节成立后(参 使徒行传 2章), 在神

的预言历(prophetic calendar, 指神预言性的行事历)的

下一个大事件, 就是基督为召会再临, 此事与 帖前

4:16 和 林前 15:52 的吹号相关(注: 英文圣经的 trump

一词可指“号筒”或“号角”). 我们难免不把基督再临与

吹角节联在一起, 虽说它可能不是最原先的解释. 关

于这方面, 五旬节与吹角节之间那段长时间的间隔

(约四个月之久)是很有意义的, 可代表长时间的召会

时代(从使徒行传第 2 章的五旬节, 圣灵降临成立召会

开始, 至今已两千年之久).  

 

此外, 我们留意到五旬节在每一年的 3 月份并

不落在固定日期(指每一年都不是在同一日, 不像逾

越节每一年都是在正月 14 日), 因为初熟节是在七日

的除酵节当中的每周安息日的次日(利 23:11), 而五旬

节则是在初熟节后的“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利

23:15-16),12  所以五旬节在那一个月没有固定日期 

(not a fixed DATE in the month), 只有在那周内的固定

日子 (a fixed DAY of the week). 这点强调召会时代的

持续期间的未知性(unknown duration)  —  我们并不

知道召会时代会持续多久才结束(注: 它会以“基督再

临-召会被提”来结束; 换言之, 我们不知主何时再临). 

 

 在神的预言历中, 与吹角节相关的另一件大事, 

就是把以色列民招聚归回那地 (以色列地 ), 参  太

24:30-31: “那时, 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

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

天上的云降临. 祂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祂的

选民(指以色列民, 参 太 24:20), 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

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这将应验神在旧约中给于以色

列国民的应许, 例如在 申 30:3-4 和 结 20:37-38.  

 

                                                           
12   利 23:15-16: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献禾捆为摇

祭的那日(即初熟节)算起, 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

息日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上述将要发生的两件大事(召会被聚集然后被

提, 以及以色列民回归故土)描绘神子民的聚集. 民数

记第 10 章的吹响银号也有同样的功用(注: 吹银号的

目的就是聚集神的子民, 进行以下三件事: 拆营起

行、集合战争、聚体敬拜). 利 23:24 说道: “七月初一, 

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角作纪念.” “作纪念”一词

很有意义. 凯利(William Kelly)评述道: “(借着吹角)犹

太人再次被带到神面前, 进行思念.” 诚然, 以上两件

大事(召会被聚集然后被提, 以及以色列民回归故土)

值得我们一再思念. 

  

 

(二)   赎罪日 (Atonement, Yom Kippur) 

  

赎罪日落在 7 月 10 日. 在利未记所描述的七

大节期, 赎罪日(或称: 遮罪日)是独特的, 因为其他六

个节期都是欢庆时刻, 唯独赎罪日是悲痛之日. 这段

经文三次警告神的百姓必须在当日“刻苦己心”(第 27, 

29 和 32 节). “当这日, 凡不刻苦己心的, 必从民中剪

除”(利 23:29). 

 

第 27 节的“赎罪”(atonement)一词, 希伯来原

文是 kippur {H:3725}, 是复数词, 在希伯来圣经中仅

用了 8 次, 即 出 29:36;  30:10,16;  利 23:27,28;  25:9;  

民 5:8;  29:11. 但这字的字根 kapar {H:3722}(意即“遮

盖”, to cover)则在旧约希伯来圣经中出现超过 100次. 

 

利未记 16 章也记载有关赎罪日. 但利未记 16

章与 23 章所强调的重点不同. 第 16 章详细记述赎罪

日当献的祭物, 以及祭司当做的事, 代表神的百姓进

到至圣所. 至于第 23 章, 除了简述一句“要将火祭献

给耶和华”(27 节), 其余经文都不提祭司的工作. 反之, 

整体重点放在百姓应当刻苦己心. 赎罪日应当是悔改

之日. 他们虽无法做任何事来消除他们的罪恶, 但他

们可以表现出痛悔自责. 这两章的不同点强调了一项

事实: 在处理罪方面, 唯独基督可成就, 另一方面, 罪

人需要体会罪的严重性, 并为此悔改. 

 

值得一提的是, “赎罪”是旧约的观念, 包含了

“遮盖罪恶”之意. 而新约时代, 基督的代死所成就的

比“遮罪”更好, 因它完

全“除罪”! (约 1:29) 

 

 按照 “原先的

应用”方面, 赎罪日显

然是表明基督的代死, 

这在利未记 16 章显而

易见. 尽管如此, 还有

指向未来的第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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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再临, 召会被提后, 地上将有一段长达七年的灾

难时期 , 其后三年半被称为 “大灾难 ”(the Great 

Tribulation, 太 24:21; 也参 启 13:5), 它也被称为“雅各

遭难的时候”(the time of Jacob’s trouble, 耶 30:7), 因为

这段时期的焦点是放在以色列国民身上. 犹太人将再

次经历神管教的手(玛 3:3). 赎罪日就是预示这段受苦

时期, 百姓要刻苦己心, 痛心悔改(注: 更正确地说, 赎

罪日是预示七年灾难结束时所发生的事  —  基督再

临的第二阶段, 回到地上拯救以色列民; 那时余民要

刻苦己心, 悲哀痛悔, 归向基督, 参 亚 12:9-14).13    

 

 

(三)   住棚节 (Tabernacles, Sukkoth) 
  

住棚节是犹太历的最后一个节期, 像无酵节一

样, 长达七日(7 月 15 至 21 日). 以色列男丁每年三次

要来到耶和华面前(申 16:16; 在圣殿被立后, 它是指

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敬拜神), 而住棚节是最后一个. 

七日的每一日都要献祭, 细节可参 民数记 29:12-34.  

 

论到住棚节, 经文中强调三件事: 

1) 住棚节标志着收割季节的结束(利 23:39). 在 出

23:16, 它被称为“收藏节”(the feast of ingathering, 

出 23:16). 申 16:13

说: “你把禾场的谷、

酒榨的酒收藏以后 , 

就要守住棚节七日.” 

可见住棚节与收割季

节的结束相关. 

2) 住棚节也是为要提醒

以色列百姓, 他们出

埃及之后, 曾漂流旷

野 40 年(利 23:43). 

住棚节在希伯来文称

为 Sukkoth , 意即“棚子”(booths), 而他们出埃及

后最先安营之地, 名为“疏割”(英文: Succoth , 意

即“棚子, 出 12:37; 13:20). 为了把这些历史事件

深印在以色列人心中, 神吩咐他们造棚, 并住在

棚里长达七日. 

3) 这也是喜乐欢庆的时刻. 它与那要刻苦己心的赎

罪日不同. 先是赎罪日的受苦, 才来到住棚节的

喜乐. 我们在此看见一个属神原则: 先受苦、后

得荣  —  “受苦难”在“得荣耀”以先(参 彼前 1:11).    

                                                           
13   亚 12:9-11: “那日, 我必定意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

各国的民.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

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丧长子. 那日, 耶路撒冷必有大

大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 

利 23:36: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第八

日当守圣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是严肃会, 什么

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在这七日的欢庆后, 还要加上一

日(第八日, 利 23:36). 这就标志着整年的节期完满结

束. 这第八日是安息日. 这日就是 约 7:37 所指的: “节

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住棚

节加添了一些庆典, 包括在圣殿中的“倒水仪式”. 埃

德逊(Edersheim)描述祭司如何从西罗亚池(pool of 

Siloam)取水, 倒入金瓶(或译: 金水壶, golden pitcher), 

然后带回圣殿倒在祭坛那里. 

 

因此 , 主耶稣在那日高

声喊道: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

里来喝.” 主耶稣把那日的倒水

(pouring out of the water)喻作五

旬节圣灵的倾倒(或译: “浇灌”,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以

类似的方式, 珥 2:28 描述未来

将有一个更大的“圣灵倾倒”(或

译: 圣灵浇灌, pouring out of the 

Holy Spirit)【请参本文附录二】. 这会发生在千禧年

国度里, 在万王之王公义的治理下, 述说不尽的福气

将会倾倒在犹太人与外邦人身上.  

 

在千禧年国里(一千

年的天国时代里), 以色列将

会喜乐地回忆耶和华神如

何带领他们走过这一切的

世代. 住棚节将是千禧年时

代的一个重要显著特征(参 

亚 14:16-19).14  

 

总括而言, 耶和华的七大节期描绘神在历世历

代中, 在祂子民身上进行的工作. 它所呈现的真理往

往有双重应用(double application), 对以色列国民(属

地的子民)和召会(属天的子民)都有实际的应用和宝

贵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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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珥 2:28 的预言是否已经完全应验? 

 

珥 2:28: “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KJV: pour 

out)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这节被彼得在五旬节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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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60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 

   

《家信》: 第 130 期 (2021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William MacDonald 

道时引述(徒 2:17), 但必须留意的是, 虽然五旬节时圣

灵降临(犹如“倾倒”那般的浇灌), 但这节经文的全面

应验(特指“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

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还未发生, 正如彼得在接下来

所说的事(徒 2:19-20: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

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

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都还未发生. 

 

关于这点,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正确指

出: “事实上, 五旬节的事并未完全应验约珥的预言. 

第 17 至 20 节描述的大部分现象没有在那时发生. 但

确实在五旬节发生的是‘序幕’(foretaste, 或更正确译

为“先尝”或“预尝”, 指预先尝到某件美事的滋味), 预

告那在末后的日子将发生的

事,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

子未到之前发生(参 徒 2:20). 

如果五旬节应验约珥的预言, 

为什么后来还有应许赐下(徒

3:19)?15 假如全国悔改, 以色

列人接受被钉十架的那位(指

耶稣基督), 祂就回来把主的

日子(特指“主的日子”中所包

含的福气方面)带给百姓了.  

 

“援引约珥的话显出那‘双重参考之原则’(the 

Law of Double Reference, 另译: 双重参照/双重提及的

原则), 说明圣经的预言在某段时间会部分应验, 稍后

则会完全应验. 神的灵在五旬节浇下来, 却不是浇灌

在所有人身上. 这预言将在大灾难的末期全面应验. 

基督在荣耀中回来之前, 会有兆头显在天上, 地上的

万族都要哀哭(太 24:29-30). 然后, 主耶稣基督在地上

显现, 击败祂的敌人, 建立祂的国.  

 

“在祂千年国度之始, 神的灵会浇灌凡有血气

的人, 不论是外邦人, 还是犹太人; 这种情况将于千禧

年期间, 在大部分地方普遍出现. 圣灵以各种形式显

现, 赐下来给人, 不分性别、年龄或社会地位. 那时将

有异象和异梦, 表示人会得到知识; 也有预言, 表示知

识会传给其它人. 因此, 启示与交通的恩赐显著出现. 

这一切会在约珥形容为末后的日子发生(徒 2:17). 当

                                                           
15   徒 3:19: “所以,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

涂抹, 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KJV: the times of refreshing)就必

从主面前来到.” 论到这里所谓“安舒的日子”, 马唐纳提醒

我们说: “我们必须谨记, 这段信息是发给以色列民的(徒

3:12: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哪…”). 内容强调复

国、祝福前, 全国必先要悔改. ‘那安舒的日子… 从主面前

来到’是指基督将来在地上建立国度所带来的福分.” 马唐

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473 页. 

然, 这是指以色列国末后的日子, 而不是教会(召会). 

圣经(徒 2:20)清楚说明, 天上异象会在‘主…的日子’ 

(KJV: that…day of the Lord)未到以前显现. 文中‘主的

日子’是指祂亲自回到地上, 毁灭敌人, 在权能和大荣

耀中统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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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禧年 (利 25:8-55) 

 

 利 25:8,11: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七

年. 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 共是四十九年. … 第五

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 这年不可耕种; 地中自长的, 

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神要祂的子民计算 70 个安息年(Sabbatical 

years)  —  长达 49 年的一段时期 (70 x 7 = 49)  —  而

接下去的那一年, 即第 50 年, 就是禧年(the Year of 

Jubilee). 这意味着连续两年(即第 49 个安息年加上隔

年的禧年), 以色列民不可耕种田地和收割庄稼. 一些

学者认为禧年是与安息年同年进行;17 另有一些认为

禧年是在民事历七月才开始, 所以仅是 6 个月的短年

(而非 12 个月的一整年). 无论如何, 我们接受经文中

清楚的字面意思(注: 利 25:10-11 这两节都清楚说明

禧年是“第 50 年”)是比较好的, 也是最自然的解释, 而

非引入没有圣经支持的解释而产生更多难题. 

 

 利 25:9: “当年七月初十日, 你要大发角声; 这

日就是赎罪日, 要在遍地发出角声.” 七月初一是以色

列新一个民事年(civil year)的开始, 要以吹角来开始

民事历的新一年(也参 利 23:24). 到了那年的七月初

十(即过了 10 日), 就是犹太历中最严肃之日  —  赎罪

日(Yom Kippur), 角声大大响起, 宣告这特殊禧年那充

满欢庆喜乐的开始!  

 

按 照 博 纳 尔

(Andrew Bonar), 角声

很可能是在下午晚些

时候才响起 , 即在罪

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

                                                           
16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咀: 活

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463 页. 也参照其英文版(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1990). 
17   唐佑之认为, “在 49 年, 即安息年之七月初十日吹

角, 宣告禧年, 由于 7 月是一年之始, 那就算是第 50 年. 第

49 年与 50 年是重叠的, 自 49 年的安息年之赎罪日开始(指

开始禧年)”, 唐佑之著,  《韵律与和声  —  利未记献祭与节

期》(香港: 真理基金会有限公司, 2004 年), 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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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开始进行相当长的赎罪仪式, 参利未记 16 章). 

在每一个乡村或城市, 角声大响会确保整个国民都留

意到这重大的事件. 悲伤与欢乐并列绝非偶然, 因为

这两者(悲伤与喜乐)彼此交融在一起, 这在圣经中并

非不寻常之事. 例如犹太人被掳归回, 立定圣殿的根

基时, “… 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

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

号的声音”(拉 3:12-13). 

 

当信徒认真思想主耶稣基督的代死, 也会产生

上述同样的果效. 想到基督为救赎我们而付上惨重代

价、受尽痛苦流出宝血时, 信徒会深感悲伤, 但同时

感到喜乐, 因为晓得神已赦免和赐下平安给凡信靠祂

的人. 这样的情况(指悲伤与喜乐彼此交融在一起)反

映在赎罪日, 与禧年的开始相吻合(注: 禧年就是在赎

罪日当天开始).   

 

召会被提后, 以色列国民将被带入一段灾难时

期(即所谓的“七年灾难时期”). 这灾难时期结束后, 神

将在地上设立天国, 基督将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是“禧年”终极的实现. 这些事件发展的次序很有意

义: 赎罪日的忧伤悲苦(指三次提到的“刻苦己心”, 参 

利 23:27,29,32)过后, 随

之而来的便是禧年的欢

庆喜乐. 这预表以色列

国民将会先忍受七年灾

难的忧伤悲苦, 然后进

入国度(指天国)的喜乐.  

 

利 25:10: “第五十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在遍地

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 各人

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禧年必须献给主. 这是

重获自由的一年(利 25:10). 本章的后部分(利 25:13-

55)正是强调和发展“重获自由”这一观念. 禧年也是恢

复的时间(“归自己的产业”, 第 10 和 13 节), 以及安息

的时候(“不可耕种和收割”, 第 11 节). 这是所有前来

信靠基督之人得享福气的宝贵写照.  

 

1) 他们进入基督所赐的荣耀自由(约 8:36); 

2) 他们与神(他们的创造主)恢复交通(林后 5:18); 

3) 他们停止任何工作或个人的努力, 单单安息在基

督里面(弗 2:9 表明人得救不是出于个人的行为) 

 

利未记 25:13-17 论到土地的估值 (Land 

Valuation). 土地是属于主的(利 25:23), 但祂施恩赐给

以色列民. 每一个家庭都有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 某

家庭在穷困时候, 或许必须卖掉他们的土地(产业), 而

以利米勒和拿俄米显然就是如此(得 4:3). 关于土地的

价值, 神立定严谨的规矩, 免得买方趁人之危而以低

价购买, 从中取利. 神清楚禁止说: “彼此不可亏负”(利
25:14,17). 

 

由于到了禧年, 地要归还原主, 所以事实上, 买

方只是买了使用土地的权利. 在这段占有期(tenure), 

地的出产就归买主. 按照此理, 地的价值就根据“离禧

年还有多久”来计算. 离禧年越久, 买主会获利更多, 

所以买地的价钱必须更高, 反之亦然, 因为到了禧年, 

地便归还原主. 所强调的真理是: “地不可永卖, 因为

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利 25:23).  

 

利 25:24-28 则教导说, 被卖出的地可以被赎

回来. “至近的亲属”(kinsman redeemer)可以把亲属所

卖的地(或产业)赎回(利 25:25). 这至近的亲属是主耶

稣的写照. 在某种意义上, 亚当(人类的始祖)因着犯罪

而把人类卖进奴役中(slavery), 但“末后的亚当”(主耶

稣, 林前 15:45)却把亚当因犯罪所失去的一切都给赎

回. 诗 69:4 (一首弥赛亚诗篇)贴切表明这点: “我没有

抢夺的, 要叫我偿还.”  

 

利 25:39-43 论到贫穷的以色列人若把自己卖

给“以色列人”为奴仆(奴隶), 到了禧年, 那人就要被释

放, 重获自由. 利 25:47-55 则论到贫穷的以色列人把

自己卖给“外人”或“寄居的”为奴仆(奴隶). 这部分也

表明至近的亲属可以把那人从奴役中释放出来. 出埃

及记 21 章和申命记 15 章也论到有关蓄奴的问题. 

 

简之, 利未记 25 章主要强调两个基本原则  —  

安息(Rest)和释放/救赎(Release 或 Redemption). 第一

个原则是安息. 神借着安息年(the Sabbatical Year)停

止工作方面, 暗喻非信徒必须停止靠自己工作(行善)

来赚取救恩. 第二原则是禧年的救赎. 它表明人可以

获得自由, 脱离罪的奴役, 而他所得的自由是免费的

贵重礼物(禧年一到就可免费获得自由), 因为主已付

上宝血为代价来救赎我们【注: 此乃主耶稣在  路

4:19 所说的意义, 祂“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因着主

在十架完成的救赎, 祂叫信祂之人得以从罪的奴役中

获得释放, 得着自由  —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

4:18). 但正如格里

夫 (Paul Grieve)正

确指出 , 18  这只是

应 用 (application)

方面的意义, 禧年

在预表方面是关乎

以色列国民(不是

                                                           
18   参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275,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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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 禧年的终极实现是在基督作王的千禧年国(不

是现今的召会时代)】. 

 

此外, 利未记 25 章也凸显另三个原则. 第一, 

地是属于主耶和华的(利 25:23), 所以不许任何人靠买

地积攒财富来损人利己. 第二, 百姓(指以色列百姓)是

属于主耶和华的, 必须受到善待. 第三, 百姓可以在凡

事上信靠主, 即使因着顺服主的吩咐, 他们将有两年

(第 49 年和 50 年的安息年和禧年)不耕种(利 25:8,11). 

 

在 应 用 的

意义上, 上述真理

可应用在召会时代

的信徒身上.  

1) 神的儿女所拥

有的一切地上

财物全是属于

神的 , 只是管

理神所托付的, 所以他们有责任对自己如何使用

这些财富来向神交账(林前 4:1-13). 

2) 所有信徒都是属于主的. 保罗称自己为“耶稣基

督的仆人 ”(罗 1:1), 仆人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doulos {G:1401}, 意即“奴隶”(slave, 完全属于主

人的奴仆)【有关“耶稣基督的仆人”, 请参本期

《家信》原文解经专栏的文章  —  “基督耶稣的

仆人(腓 1:1)”】. 在论到不道德的行为时, 保罗强

调信徒的身子是完全属于主的, “岂不知你们的

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

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

是重价买来的 . 所以 ,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

神”(林前 6:19-20).  “信徒是属于主的”这一事实

成为信徒“洁净自己, 过圣洁生活”的动力! 

3) 神是信实的, 必会供应属祂之人一切所需. “我的

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

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基督徒作为管

家”(Christian stewardship)的基础, 是建立在这个

原则上, 那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 

 

除了强调这些属灵的真理, 我们也不可忽视神

儿女的社会责任. 社会中不幸人士和贫穷群体受到怎

样的待遇, 并非不重要的事. 主耶稣教导这些原则(路

10:29-37,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雅各也在他的书信里

重申同样的主题(雅 1:27; 2:1-9, 15-17 等等). 跟从基

督之人必须照基督所做的去行.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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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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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利未记 23 和 25 章的“七” 

 

在利未记 23 和 25 章里, “七”是一个被广泛使

用的数字. 我们留意到: 

 

1) 每周的第“七”日是安息日(利 23:3) 

2) 正月第“十四”日(7 x 2 = 14)是逾越节(利 23:5) 

3) 守无酵节时要吃无酵饼“七”日(利 23:6)  

4) 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是五旬节(利 23:16) 

5) 第“七”个月共有三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住

棚节) (利 23:24, 27, 34) 

6) 住棚节共有“七”日(利 23:34, 39, 40, 41, 42) 

7) 第“七”年是安息年(利 25:4) 

8) “七”个安息年(7 x 7 = 49 年)的次年(第 50 年)是

禧年(利 25:8,10) 

 

保罗·格里夫(Paul Grieve)指出, 这些节期或节

庆是特别给以色列国民的. 因此, 它们与召会没有直

接的关系. 无论如何, 新约信徒可以从这些节期中学

到有关神的旨意和计划, 如 罗 15:4 所说: “从前所写

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

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换言之 , 虽在解释上

(interpretation)是与以色列民有直接关系, 但在应用上

(application)则可应用于召会, 也与召会有关】  

 

根据约翰·理祈(John Ritchie, 1853-1930), 这

前四个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所预

示的真理是与

现今时代(召会

时代)有关, 是关

乎神属天的子

民(即召会 ), 而

最后三个节期

(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则是将来的事, 特与神属

地的子民(以色列人)有关. 博纳尔(Andrew A. Bonar, 

1810-1892)表明这些节期代表时间的进程(the Course 

of Time), 以羔羊被杀来开始, 并以住棚节的第八日来

结束, 而那叫人安息的“安息日”, 是在这段时间进程

的开始和结束【换言之, 太初本是享有安息的, 但这

安息因撒但和人类犯罪而遭受破坏, 所以神在时间的

历史进程中进行祂的救赎计划  —  从代罪羔羊耶稣

基督被杀, 成立召会, 直到将来基督再临, 洁净以色列

民, 作王统治  —  让一切再次进入永恒的安息】.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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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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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斐生博士 

 
 

牛顿 (Isaac Newton)  

福音亮光                                灯台 

 

 

末 世 预 言: 
 

科学大师牛顿 

论末世的预言 
但以理书 12:4和 

马太福音 24:14 
 

 

(A)   引言 
 

《新浪科技讯》2007 年 6 月 18 日的消息

指出, 根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 英国著名科学

家、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之父牛顿的手稿近日

在耶路撒冷展出, 他在这封完成于 1704 年的书

信中预测说, 世界将在 2060 年走向灭亡.  

 

以撒 ·牛顿爵士 (艾萨克 ·牛顿 , 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21是重力、运动和光学等经

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

者. 根据《圣经》旧约中的

《但以理书》, 牛顿推测 , 

在公元 800 年神圣罗马帝

国于西欧建立之后的 1260

年, 就是世界末日. 依此推

算起来, 2060 年就是世界的

末日. 这封信是在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一个名为“牛顿

之秘密”的展览上展出的. 一位富有的科学手稿

收藏家曾将一批牛顿的文件赠与希伯来大学, 其

中就包括以上这预测世界末日的手稿. 希伯来大

学称, 这是手稿自 1969 年以来首次同公众见面.22 

 

                                                           
21   一般资料显示, 牛顿出生于 1643 年 1 月 4 日(并于

1727 年 3 月 31 日离世), 但也有资料记载他出生于 1642 年

12 月 25 日(并于 1727 年 3 月 20 日离世); 前者是以格里历

计算, 后者则是儒略曆. 
22   参“手稿显示牛顿曾预测世界末日可能在 2060 年”, 

http://tech.sina.com.cn/d/2007-06-18/08171567669.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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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其所著的《从圣经揭开动

荡世代的奥秘》一书中论到上述牛顿的手稿一

事. 他指出, 牛顿在作此

预言时说: “我不是断言
末期何时来到, 而是想终

止一些人经常轻率地预

测末期何时来到, 当这些

预言的臆测经常没有应

验时, 会使神圣的预言失

去信誉.”24 

 

关于牛顿对世界

末期的预测是否正确,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连牛

顿本身都说“我不是断言末期何时来到”, 所以本

文的焦点不在于末期何时来到, 而是科学大师牛

顿对圣经有浓厚兴趣, 认真研究圣经预言, 这叫

很多坚持圣经与科学是水火不容的人大跌眼镜.  

 

 

(B)   牛顿对上帝的态度 
 

 无可否认, 牛顿是科学界的泰山北斗, 也

是近代科学家中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天文学

家、数学家和经典力学体系的奠基人. 他 18 岁

考进剑桥大学 , 26 岁任卢卡斯数学教授

(Lucasian Professor), 29 岁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

员(Royal Society), 60 岁成为皇家学会终身会长. 

牛顿发明了微积分, 也发现光的分解而创立光学,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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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人的见证: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梁斐生博士见证/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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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页. 

http://tech.sina.com.cn/d/2007-06-18/081715676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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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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现万有引力(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和运动

三定律(three laws of motion), 奠定了近代力学和

天文学的重要基础. 

 

 牛顿闻名遐迩的代表作《自然哲学之数

学原理》(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一书, 于 1686 年成书, 1687 年以拉丁

文版(书名简称为 Principia )首次出版发行, 获得

公认的好评. 该书的宗

旨在于从各种运动现

象探究自然力, 再用这

些力说明各种自然现

象. 牛顿在书中首次提

出“牛顿运动定律”, 奠

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 . 

牛顿也在此书中, 首次

发表了“万有引力定律”, 

还给出了“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一个理论推导

(注: 开普勒最早给出的只是经验公式). 《自然哲

学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论

著之一”. 然而, 这位科学大师牛顿谦卑地写道:  

 

“万有引力解释行星的运动, 但它无法

解释谁使这些行星能够如此运动. 神掌

管一切, 并知道一切所是, 或一切可以

做的事.”25 

 

 梁斐生博士写道: “自从牛顿精密研究考

察宇宙奇妙的构造, 便深深地感到宇宙的创造是

何等奇妙和伟大. 牛顿虽然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

家, 却自认对宇宙的奥秘所知有限, 有如沧海一

粟. 论到天体的运行, 牛顿严肃地表示: 从诸天文

系的奇妙, 错综复杂的安排, 只能出于那指导和

主宰万物、全知全能的创造之神. 宇宙间一切的

万象万物, 都是从永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 是全

能全知、充满万有的. 宇宙万物, 必有一位全能

全知的神在掌管统治.” 

 

 梁斐生博士继续写道: “牛顿在谈到自己

的科学成就时说 , 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 

                                                           
25    摘自以下网站的电子书之“作者简介”的内容资料: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

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

esc=y ; 浏览于 2021 年 6 月 1 日. 

‘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 牛顿临终前, 面对那些

仰慕和称颂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科学成就的人时, 

谦虚地说: ‘真理浩瀚如海洋, 远非我们所能尽窥. 

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 只是一个在海边

拾取小石子和贝壳的小孩子.’  

 

“牛顿被安葬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

堂(Westminster Abbey), 这是英国最伟大的贵族

都曾被拒绝得到的荣誉. 这最高的荣誉未曾赋予

他之前的任何科学家. 牛顿的墓碑上铭刻着这句

话: ‘艾萨克·牛顿爵士,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他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 ” 

 

牛顿于 1727 年离世, 享年 84 岁. 过了 278

年之久, 牛顿在世界科学家的心目中, 仍然排在

最显要的地位. 2005 年, 集合英国和海外许多著

名科学精英的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曾调查访问英国的科学家, 请他们回答

一个问题: 论到牛顿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此人

是“相对论”的创

建者和“量子论”

的最早提倡者 , 

被誉为 20 世纪

最伟大的科学

家), 谁对科学历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影响更

大? 调查结果显示, 牛顿是更具影响力的.   

 

 

(C)   牛顿对圣经的态度 
 

 梁斐生博士评论道: “牛顿不仅在科学上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

徒(基督徒). 牛顿随着科学成就的增多, 名气的提

高, 对神的信仰也更加虔诚. 牛顿说: ‘我们应当把

神的话  —  圣经, 看为至高无上的哲学… 圣经记

载实在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 牛顿始终相信

圣经中的预言, 他说: ‘圣经预言有许多可信的凭

据.’ 牛顿认为值得以生命投资在圣经研究上. 他

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 10%, 而 86%以上的著作

都是神学著作(指与圣经有关), 总字数超过一百

三十万, 可见他研究圣经的时间, 远远超过研究

科学的时间. 而且他对圣经的研究和认识, 也令

许多宗教学者大为惊奇.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esc=y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esc=y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es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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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确信圣经, 对圣经中的但以理书和

启示录两卷书的研究广博精深. 他勤学当时已经

亡国两千三百年的希伯来语言, 努力研究圣经中

先知们的预言, 他认为这比万有引力更重要.” 

 

接着, 梁斐生博士道出一个关键重点: “牛

顿相信, ‘上帝给了预言, 不是为满足人(的)求知

欲  —  想知道未来, 而是当这些预言应验之后, 

借着事件(event)的解释(约翰福音 13:19),26 向世

界 展 示 (manifested) 上 帝 自 己 的 供 应 (His 

provision), 而不是展现翻译员(the interpreter). 然

后, 从太初看见万有的上帝, 会得着荣耀, 人的信

心会因此增加.’ ”27 梁斐生博士在下文指出牛顿

借着研究圣经预言而写下三个末世将发生的情

景, 而这三件事虽在牛顿那个时代视为荒谬之谈, 

却都已应验在我们现今的时代.28 

 

 

(D)   牛顿按圣经预言而确信的三件事 
 

  梁斐生博士指出, 牛顿 12 岁开始研究圣

经, 到临终时还在孜孜求索, 研究圣经中的但以

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 他勤

学古老的希伯来文, 对古代

的历史有广泛的认识. 以他

无以伦比的智力和知识, 牛

顿最具有资格写但以理书

和启示录预言的观察 . 在

1733 年, 牛顿去世 6 年后, 

英国的达秘 (J. Darby, 注 : 

这位 18 世纪的达秘不是 19

世纪弟兄们的领袖约翰·达

秘, John N. Darby)29和布朗(T. Browne)两人合作

出版牛顿写的《但以理和圣约翰预言的观察》

                                                           
26   约 13:19: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27   上文引自 梁斐生著, 《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

秘》, 第 34-35 页. 
28   以下 D 的部分主要改编自 梁斐生著, 《从圣经揭

开动荡世代的奥秘》, 第 38-45 页. 
29   19 世纪的约翰 ·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1800-

1882)是 19 世纪奉主名聚会(人误称“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htren)的杰出领袖之一. 他与出版《但以理和

圣约翰预言的观察》一书的达秘(J. Darby)并非同时代的人, 

因为前者(John N. Darby)出生于 1800 年, 换言之, 后者(J. 

Darby)于 1733 年出版此书时, 前者还未出生. 

(Observations Upon the Prophecies of Daniel and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 注: 此书名按英文直

译为《但以理的预言和圣约翰的启示录之观

察》).30  
 

 让我们先读这些经节, 然后看牛顿对这些

预言的观察所提出的论点. 

 

 但 12:4:   但以理啊, 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作: 切心研

究), 知识就必增长. 

 但12:8:   我听见这话, 却不明白, 就说: ‘我主

啊, 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但12:9:   他说: 但以理啊, 你只管去; 因为这

话已经隐藏封闭, 直到末时.  

 但12:10: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 且被

熬炼; 但恶人仍必行恶, 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惟独智慧人能明白.  

 

以下摘录自牛顿所写的这本书(指《但以

理和圣约翰预言的观察》一书): 

 

“这预言称为圣经真理的启示, 是但以理

被命令闭嘴(指闭口不言), 封闭(shut up and seal), 

直到末期. 但以理密封了它直到末期, 并且直到

那时间来到了, 才能被理解. 然后到最后, 这预言

的解释, 将会说服许多人.” 

 

“福音首先必须在大灾难以及世界末日来

临之前, 传遍天下. 从大灾难中, 手拿着棕榈叶(指

棕树枝, 启 7:9)出来的, 不能来自无数的国家, 除

非福音在此之前已经被宣讲过. 如果福音传遍天

下临近了(approaching), 这些话主要是属于我们

和我们的后代, 在末期的时代, 智慧人能明白(the 

wise shall understand), 但没有恶人会明白. (那些)

读以及听这些预言, 并且遵守写在这书(圣经)上

的, 蒙福了(特指 启 1:3 的应许).”31 

                                                           
30   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阅读此书的电子版(ebook):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

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

esc=y ; 浏览于 2021 年 6 月 1 日; 也可上另一网址阅读: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rdpCAQAAMAAJ&p

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

epage&q&f=false ; 浏览于 2021 年 6 月 1 日. 
31   启 1:3: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

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近了.”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esc=y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esc=y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about/Observations_Upon_the_Prophecies_of_Dani.html?id=rdpCAQAAMAAJ&redir_esc=y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rdpCAQAAM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rdpCAQAAM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rdpCAQAAM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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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 L. Willmington 
 

(一) 人类能迅速行驶 

 

威明顿博士(Dr. Harold L. Willmington)在

其所著的《威明顿圣经辅读》一书中指出, 在公

元 1680 年(即瓦特发明蒸汽机 80 多年以前),32 牛

顿研究了 但 12:4 这段经文

后写道: “对我个人而言, 不

能不认为这些话是指末期

(末世)的来到. 将来人类可

以使用史无前例的方式, 从

一国前往另一国旅游(或译: 

从一国行驶到另一国, travel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人

类的知识要加增, 可能有一

些发明, 使人们比现在更迅速地行驶(travel).” 牛

顿认为这速度将来可能超过每小时 50 英里.33 

 

 大约 80 年后(那时蒸汽火车还未面世), 法

国无神论哲学大师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34

读到牛顿曾认为人们会以如此速度行驶时, 便嗤

之以鼻, 轻蔑地嘲笑道: “请看基督教如何将一个

本来有聪明才智的男子变换成可怜的傻瓜. 像牛
                                                           
32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是英国著名的

发明家, 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重要人物. 1769 年, 瓦特试

制出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样机. 1776 年, 他制造出第

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1814 年 7 月 25 日, 英国人斯蒂

芬森(George Stephenson)自己制作的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

车(人称“火车”)开始运行. 
33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4), 第 242 页. 
34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是法国启蒙思想家、

作家、 哲学家, 主张开明君主制, 著有《哲学书简》、哲

理小说《老实人》及历史著作等. 敌对圣经的伏尔泰曾说: 

“到了下一个世纪, 世上将不会有一本圣经存留.” 他表示

“百年以后, 圣经就要被放进博物馆里去了.” 但是一个世纪

过去以后, 他的印刷所和他自己居住的地方, 都被日内瓦圣

经公会(Geneva Bible Society)买下, 作为圣经仓库. 英国政

府于 1933 年 12 月 24 日, 以 50 万美元的价格, 从苏联人手

中买得极有价值的《西乃抄本圣经》(Codex Sinaiticus). 

就在那同一日, 伏尔泰作品之首版, 在巴黎书店只卖 1 角 1

分而已. 此外, 伏尔泰的许多作品现今在市场上已经难寻

(就快放进博物馆了!), 但圣经迄今历久弥新, 始终是世界上

最畅销的一本书, 每年销量不下 300 万册, 被翻译成 1,500

多种语言, 真是名符其实的“书中之书”. 如果伏尔泰今日目

睹这一切, 他必定后悔当初不该说出藐视圣经的言词. 见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60 页; 张之宜著, 《中国五经与旧约探微》

(台北: 中国主日学协会, 1990 年), 第 2 页. 

顿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竟

说人可以时速 30 或 40

英里来行驶(travel). 他忘

记了, 如果一个人用此速

度行驶, 他会窒息! 他的

心脏也会停止!”35 

 

 威明顿博士写道: 

“若伏尔泰知道 2 世纪之后, 美国天文学家怀特

(Edward H. White)在 1965 年 6 月 3 日登上太空

船, 离地面 100 英里, 以时速 17,500 英里横渡美

洲大陆不到 15 分钟便完成了, 沃尔泰若知道此

事会有何感想? 或者当人以 12 倍超过 22 口径来

福枪子弹的速度登月球时, 他又有何感想?”36  

 

梁斐生博士总结道: “不错, 以前 5 千多年, 

人类交通的速度曾经没有多大改变. 但上帝在 2

千 6 百年前, 借着但以理先知透露了但以理本身

都不明白的奥秘(预言). 在末日来临之前, 大有智

慧的牛顿已经可以理解、明白上帝末日的奥秘  

—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 12:10). 今天, 

宇航速度每小时已经超出 1 万 8 千英里. 我们必

须承认: 牛顿是一个大有智慧的哲学家, 而无神

论哲学大师伏尔泰则是一个可怜的大傻瓜.”37 

 

 

(二) 知识会急速增长 

 

牛顿在公元 1680 年(17 世纪), 即工业革命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开始于 18 世纪 60 年

代)之前, 竟然讲说“将来人类可以使用史无前例

的方式, 从一国前往另一国旅

游(或译: 从一国行驶到另一

国 , travel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人类的知识要加增, 

可能有一些发明…” 这是因

为他认真学习上帝的话语. 

 

上帝在 2 千 6 百年前, 

竟然借着先知但以理本身都

                                                           
35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第 242 页. 
36  同上引. 
37   梁斐生著, 《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 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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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的奥秘, 向我们透露: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或作: 切心研究), 知识就必增长(但 12:4).” 这节

的“知识”在希伯来原文是 da‛ath {H:1847}, 可被

翻译为“知识、悟性、技巧、技能”(knowledge、

perception、skill). “来往奔跑”的希伯来字是 shûţ 

{H:7751}, 字面意思为“推动”(push forth). 这字在

圣经里使用时, 有“在海洋上急速挥动”(to lash at 

the oceon)或“在海上急速挥动船桨”(to lash at the 

sea with oars)的含义,38 意味着行驶、航行、旅行
(travel).39 

 

 梁斐生博士解释道: “今天, 我们已经非常

明显地生活在‘多人来往奔跑(或作: 切心研究), 

知识就必增长’的时代. 但以理先知不明白的奥秘

(预言), 对我们来讲却已经是一目了然, 众所周知

的事了. 这就是说, 我们现今已经生活在这些奥

秘 ( 预言 ) 不 再隐

藏、封闭的末世 . 

如今科技与交通发

达 , 国与国、人与

人之间来往联系频

繁紧密起来 . 百年

前中国沿海与内地之间交通来往需要几个星期, 

现在坐飞机数小时即可. 电视、电脑、手机更是

方便、普及. 以前信件来往要数星期, 如今电邮

却是即发即达. 

 

“人类从 18 世纪发明蒸汽机开始, 竟然经

历三次技术革命, 跨越三个时代: 机械时代、电

气时代、信息技术时代. 20 世纪是人类知识增

长、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纪. 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

展, 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冲击亦与日俱增. 这些

技术的进步大多数是在 20 世纪完成. 例如:  

 

 1903 年成功的动力飞行 

 1942 年德国成功发射太空火箭 

 1942 年完成第一部电子计算机 

 1945 年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 

                                                           
38   希伯来字是 shûţ {H:7751}译作“跑来跑去”(耶 5:1; 

49:3); “往来奔跑”(摩 8:12); “走来走去”(伯 1:7; 2:2); “遍

察”(代下 16:9), 并在结 27:8,26 译为“荡桨的”(即划船者). 

由于 shûţ 有“急切的行走、走来走去、遍地观察”之意, 所

以也可用来指“切心研究”(参 但 12:4 括弧内的另一种译法).  
39   参《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 第 41 页. 

 1953年发现 DNA脱氧核糖核酸双重螺旋结构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 

 1958 年发明集成电路 

 1969 年美国阿波罗 11 号登陆月球” 

 

 

(三) 福音会传遍天下 

 

在公元 1680 年, 即在人类还未发明蒸汽

火车之前的 134 年, 牛顿竟然讲到“福音首先必须

在大灾难以及世界末日来临之前, 传遍天下.” 

 

当主耶稣在世时, 只有在以色列地方传福

音, 但祂要众门徒将福音传到地极, “但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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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1:8).  

 

 梁斐生博士指

出 , 传统的“面对面口

传”或以文字、书信的

福音传播方式, 毕竟有

其限制. 要天国的福音传遍地极仍力有未逮(指能

力做不到). 无线电广播的发明可将福音以更有效

率的方式, 用不同语言对全世界各族、各方、各

民传扬福音.  

 

 今天, 网际网路(即“互联网”)热潮正如龙

卷风暴般展开, 正在改变人类生活与工作方式. 

无论身处世界何处, 都可以无地域、时间的限制, 

连上这个世界网路. 以网际网路作为传福音工具, 

将可更具体落实“福音传遍天下”的预言. 

 

 牛顿终生研究圣经中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 , 

其中三个最重要的预言, 竟

然在我们这世代难以置信地

应验了. 显而易见的是, 这些

在但以理时代难以明白的预

言, 在我们现今这世代已是

显而易见, 不再是“隐藏、封

闭”了, 换言之, 我们已经是

到了“末期”了(请参 但以理书 12:9), 时候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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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结语 
 

  如果人能预知未来一星期一切所要发生

的事, 不需要三个月就能拥有世界上许多财富与

权势. 例如他只要进到股市, 大量购买那些价格

涨幅最大的股票, 就会赚大钱了. 对于能够预知

未来一星期所要发生的事, 梁斐生博士评论道,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圣经却奇妙地预言了

数百件历史上要发生的事, 这些事件的细节都在

事情发生之先数百年, 甚至两、三千年前被清楚

记载下来. 除了圣经以外, 世界上绝无其他任何

经典能准确地预言一百年, 甚至三、四千年后所

要发生的事; 世界上绝无其他任何经典敢说: ‘我

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

的 , 我必成就 .’ ( 以赛亚书
46:10)” 

 

 科学大师牛顿在《但以

理和圣约翰预言的观察》一书

中论道: “圣经预言的启示, 直

到(世界)历史的末期, 审判的时

代…”40 是的, 天上的真神已在

圣经中启示我们. 祂预言有关“世界的末了”将要

发生的许多事, 包括“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马太福音 24:7), “多处必

有饥荒、瘟疫”(路加福音 21:11)等等. 这一切的

事将要在所谓的“末世七年灾难”中全面应验(启

示录 6:1-8). 为了避免有人认为以上这些预言不

会发生, 所以天上的神已给世人预先警告  —  祂

让这些预言在现今时代, 即“七年灾难”以前, 已经

“部分性地应验”了【有关上述这些预言, 请参第

124 至 129 期《家信》的“福音亮光”】.  

 

这些部分性应验是个“预警”, 其目的和功

用犹如一首歌的“前奏”(prelude).41 音乐家弹奏一

首歌以前, 会先弹前奏. 当你听到“前奏”, 你就知

道整首歌要来了. 照样, 当你看见“多处有地震、

瘟疫、战争、饥荒”, 你就可以肯定圣经所预言

                                                           
40   梁斐生著, 《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 第 38页. 
41   “前奏”(prelude)可指: (a) 在一个主要或更重要的事

情之前介绍性的表演、行动、事件或其他事情; (b) 比喻事

情的先声. 通常一首歌的构造就是由前奏, 两段主歌, 一段

副歌, 过门音乐, 再来一次的副歌和主歌, 以及结尾音乐顺

序地连接而成的. 

有关七年灾难中的种种可怕灾祸是绝对可能发

生的! 这样的预警是要你尽快做好准备去面对.      

 

神在圣经中不仅预言末世将要发生的事, 

更启示有关最终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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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圣经仅是启示神的审判, 我们就全然无

望了! 但感谢神, 祂也借着圣经启示我们: 神是爱

(约翰一书 4:16). 祂愿万人得救

(提摩太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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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圣经中应许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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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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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也预言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是有荣耀的盼望, 因

我们是“等候祂儿子(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

降临, 就是祂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

来忿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 1:10). 耶稣基督

会从天降临, 救一切信祂之人“脱离将来的忿怒”, 

就是脱离那将临到全球的“末世七年灾难”.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神给世人  —  包括你

和我  —  的福音(好消息). 愿你尽快信靠耶稣基

督作你的救主, 得以脱离那将临地球的七年灾难, 

以及地狱火湖的永远苦难. 主耶稣会随时归来, 

接一切信靠祂之人去到天堂永享福乐, 脱离那将

临到全球的灾难, 所以请你现在就抓紧机会“信

主得救”, 不要拖延, “因为祂说: ‘在悦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看哪!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

林多后书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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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弗拉尼根 (Jim Flanigan) 
 

基督的降生 

与人的反应 
 

(A) 野地的牧人 (路 2:8-20) 

  

今日, 在靠

近伯利恒的野地

有一块匾牌, 上面

写着: “神屈尊降

卑的伟大启示, 最

先是给牧羊人, 即

罪人中最穷的一群人. 神的话语依然是真实的, 

祂仍然眷顾那些心灵痛悔之人, 并与他们同住.” 

这番话何等真确啊! 

 

当然, 那位真实的牧人(指好牧人主耶稣, 

约 10:11), 以色列的牧者, 是躺卧在马糟中, 但这

些野地的牧羊人享有特权  —  有福气蒙指引去

到马糟那里, 最先目睹婴孩弥赛亚(耶稣基督). 他

们很可能真的是很穷的人, 因为牧羊是卑微的工

作. 但他们却在这低微职任上忠心尽责, 正如他

们伟大的君王大卫好多年前在同一个野地(伯利

恒野地)忠心牧羊那样. 就在伯利恒的这片大地, 

路得(大卫的曾祖母, 得 4:21-22)遇见波阿斯, 过

后进入了弥赛亚基督的家谱中, 而这位弥赛亚就

在今夜降生于伯利恒.  

 

在野地时 , 

这些牧羊人看见

主的荣耀. 来到马

糟中, 他们看见荣

耀的主. 这位主基

督, 也就是救主的

降生, 实在是大好

的消息, 是大喜的

信息.42 正如天使赞美神时所说的: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与神! 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有

古卷: 喜悦归与人)!”(路 2:14).  

                                                           
42   路 2:10: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牧羊人立刻顺服天使的指示, 去到伯利恒

中. 他们如何找到正确的地点? 是否有一盏灯挂

在基督所在之处的入口? 我们无从得知. 无论如

何, 他们找到了这个神圣的地方. 他们找到那位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 正如天使所说(路

2:12). 这记号证明祂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 他们

是否安静站着, 惊讶地看着婴孩基督以马糟为床? 

不久, 他们把所见所闻的向其他人作见证, 并归

荣耀给神, 赞美祂(路 2:17-20).  

 

愿我们效法这些伯利恒牧羊人的事奉. 他

们在夜间看守羊群. 他们立刻回应从天上来的指

示. 他们见到基督后, 便向其他人述说基督, 也向

神述说关于基督(注: 路 2:20 记载牧羊人赞美神, 

这表示他们向神述说基督的荣美). 

 

  只有

路加(借着路

加福音)告诉

我们关于这

些牧羊人的

故事, 但他们

的故事早已

永远铭记在

圣经的记录上. 在他们之后, 有许多人在属灵方

面劳碌, 殷勤执行牧养的事工(指召会的牧者[即

长老或监督]牧养召会的信徒). 有许多人在这“黑

暗的夜晚”(喻指召会时代的黑暗时期), 为神忠心

地作见证. 将有一日, 牧长(主耶稣)将要显现, 并

会适当地赏赐那些忠心事奉祂的人.  

 
 

(B) 皇宫的希律 (太 2:1-9, 16-20) 

 

 大希律(Herod the Great)被称为“犹太人的

王”(King of the Jews),43 但他没有合法权利享有

这个称号, 也无权利坐上大卫的宝座上. 他是一

个以东人(注: 只有犹太人才有合法资格称为“犹

太人的王”), 也是罗马所立的一个傀儡王(比喻不

能自主、受人操纵之王). 正因此故, 他从未有安

全感, 总是担心有人造反, 图谋推翻他; 他常怀疑

周围的人. 

                                                           
43   大希律王(主前 73 年至主后 4 年 4 月 4 日)即希律

一世、是罗马帝国在犹太行省耶路撒冷任命的代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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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律手染多人的血. 他谋杀自己的家人和

朋友. 他在新约圣经还未介绍他时, 就已经杀害

了很多哈斯摩尼(Hasmonean)的家族成员, 就是马

加比(Maccabees)的后代, 也是他非常惧怕的人. 

被杀的人中最终包括他的妻子米利暗(Mariamne). 

他也杀害与米利暗所生的两个儿子, 并他的长子

安提帕特(Antipater), 以及他的叔叔. 

 

 希律可能被称为“大希律”, 因为他在建筑

工程上的殷勤与贡献. 他建筑工程的证据存留至

今. 他在地中海岸重建了该撒利亚(Caesarea), 也

重建了撒玛利亚 (Samaria), 改名为塞巴斯特

(Sebaste). 他还建造了安东尼亚(Antonia)堡垒, 此

堡垒今日还存留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的西北边. 他

甚至修建圣殿本身, 并在城

墙上为自己造了一个宫殿. 

尽管如此, 犹太人还是不信

任他, 他也不信任他们. 他

杀害了哈斯摩尼族人, 这是

犹太人所无法原谅的, 而他

也一直感到王位受到威胁.    

 

 有了这些背景的认

识, 我们就容易理解希律的

反应和担忧, 就是当东方的

博士们来问他, 说: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

哪里?”(太 2:2), 希律听后便心里不安. 当希律不

安时,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太 2:3; 因担心

希律会再开杀戒).  

 

 希律立刻召来祭司长和文士们, 询问有关

圣经预言的弥赛亚出生地点. 他们指示希律关于

弥迦书 5:2 的预言, 说到基督(弥赛亚)将会在犹大

地的伯利恒降生, 所以希律打发博士们前去寻找

孩童耶稣. 他不怀好意地吩咐博士们找到后, 要

给他报讯. 他的目的就是要杀害这位孩童, 正如

他杀害其他

许多人一样. 

 

 由 于

神的介入和

指示 , 博士

们没有回到希律那里报讯. 此事激怒了希律, 也

引致所预言的“无辜者被屠杀”, 就是希律杀尽了

伯利恒境内所有两岁以下的孩童. 这是有关大希

律王最大最可怕的事件. 尽管如此, 天上的神仍

然掌控一切, 保守了孩童耶稣不被杀害.  

 

(C) 东方的博士 (太 2:1-2, 7-12) 

  

 有关这群东方的博士, 我们不知道究竟有

多少个博士, 也不能确定他们来自何方  —  可能

来自波斯, 也可能来自巴比伦. 但肯定的, 他们是

外邦人, 这是非常美好的, 他们发问了新约圣经

第一道问题  —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

里?”(太 2:2); “在哪里呢?” 这正是寻求弥赛亚(基

督)的外邦人所该问的. 新约圣经其余的部分在某

种意义上, 可说是回答博士们的这一道问题, 一

直在指引寻求者去到救主那里. 

 

 博士们在英文被称为“the Magi”. 他们是

东方宗教祭司等级制度的占星家 (religious 

priestly caste of astrologers), 而《莫里什圣经字

典》(Morrish’s Bible Dictionary)描述他们为“专

心细察考究大自然和沉思研究神圣完美的一群

人, 配得成为诸王的谋士或顾问(counsellors).” 

 

 东方博士们在观

测星象时, 看见他们所

谓的“祂的星”(太 2:2). 

这肯定不是普通的星 . 

传达一个重要信息  —  

真正的犹太人之王已经

降生. 他们为此立刻启

程, 去到耶路撒冷寻找

祂, 要向他献上崇敬和礼物. 他们是否也熟悉巴

兰所预言的“有星要出于雅各”(民 24:17)呢?44 

                                                           
44   巴兰在 民 24:17 预言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时; 我望

他却不在近日.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必打

破摩押的四角, 毁坏扰乱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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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路撒冷, 他们向希律询问, 并从弥迦

书 5:2 的预言得知基督降生于伯利恒. 他们不像

一些人所认为的, 从他们东方的家乡一直跟着这

颗星走到耶路撒冷. 他们只是在家乡时看见这颗

星, 由此得知这王(基督)已经降生. 所以照他们看

来, 合理的推论就是, 应该来到大京城耶路撒冷

来寻找这王. 不过, 他们离开希律时, 这颗星再次

出现, 并指引他们,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

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

住了”(太 2:9). 

 

 他们的问题得

到解答了(“那生下来作

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他们找到答案了). 他们

进了房子, “就俯伏拜那

小孩子”(太 2:11). 他们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

香、没药为礼物献给

祂”. 博士们揭开宝盒献礼一事, 教导我们如何敬

拜. 他们当时或许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礼物所富

有的象征性意义. 他们难以想象, 大约两千年后, 

会有无数信徒以敬拜的心来赏识基督那无以伦

比的神性(此乃黄金所象征的)、基督完美生活所

发的香气(此乃乳香所象征的), 以及基督为他们

受难所尝的苦味(十架之苦, 此乃没药所象征的). 

智者(wise men)总是会寻求祂, 并敬拜祂.      

 
 

(D) 西缅和亚拿 (路 2:25-38) 

  

 圣经对西缅(Simeon)和亚拿(Anna)这两人

的记载何等的少, 却又何等富有意义! 在等候弥

赛亚(耶稣基督)来临的同时, 他们两人是否经常

交谈此事? 肯定的, 他们让我们联想到 玛 3:16 所

预言的, “那时, 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

侧耳而听, 且有纪念册在祂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

和华、思念祂名的人.” 西缅和亚拿两人实在是

敬虔的余民(godly remnant), 等候救赎主(耶稣基

督)的来临, 纵然以色列整体国民看似不关注此事.   

 

 我 们 常 听 人 称 呼 他 为 “ 老 西 缅 ”(old 

Simeon)! 他可能是年老的人. 虽然圣经没有如此

记述, 但西缅说到“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所以

他可能真是“老西缅”. 他是一个敬虔、公正、爱

主和属灵的人. 他在圣灵的感动下进入圣殿, 那

时正好遇见那被父母抱着进入圣殿的圣婴耶稣. 

西缅用手接过圣婴, 喜乐地抱着祂, 称颂神, 并给

圣婴的父母祝福. 这是何其美丽的一幅情景. 那

称颂神的人, 也必然会祝福神的子民. 他说自己

可以安然离世了, 因他已亲眼看见主基督, 就是

他素来盼望和长久等待的“安慰者”.  

 

 请留意, 西缅看到那超乎以色列的事; 他

先说(基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然后才说 “是祢

民以色列的荣耀”. 他不仅预言荣耀, 也论到受苦  

—  这对马利亚而言是一把刺透内心的刀.  

 

 正当那时, 年迈的亚拿进入圣殿. 她诚然

年纪老迈, 结婚仅 7 年, 丈夫便离世; 她守寡了 84

年之久. 换言之, 若从结婚算起, 她已过了 91 年. 

若在年轻时出嫁, 她可能已有 110 岁的高龄了.  

 

 可是, 生活的困苦(早年丧夫之痛)并没有

令亚拿怨天尤人. “亚拿”一名意思是“恩惠或仁慈

的”(gracious). 她来自亚设支派, “亚设”意即“快

乐”(happy). 她是法内力(Phanuel)的女儿, “法内

力”与“毗努伊勒”(Peniel)一样,45 都意味着“神的

面”(the face of God). 这就是亚拿的写照: 一个恩

惠仁慈、快乐的女人, 享受上天的微笑, 并常在

圣殿里, 以“禁食祈求, 昼夜事奉神”. 她也前来称

谢 神 , 

颂扬救

赎主已

经来到.  

 

 西缅、亚拿、约瑟和马利亚围着圣婴, 但

此图景的中心人物是圣婴(耶稣基督). 西缅向神

述说关于基督, 亚拿向其他人述说关于基督. 他

们一同敬拜, 同作见证, 为我们留下美好榜样.46 

                                                           
45   “毗努伊勒”一名出现在 创 32:30, “雅各便给那地

方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 意思说: ‘我面对

面见了神,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 
46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69-272 页. 【注: 第 269 页是 A项, 

第 270、271 和 272 页各别是 B、C 和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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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既然人的灵魂会永远活着, 那么圣经所说
信主耶稣的人会得永生(约 3:16), 这“永
生”到底是什么?  

 

“永生”一词在中文圣经中出现至少 55 次

(例如 太 7:14; 19:29; 约 3:36; 约壹 2:25 等).47 什

么是“永生”呢? 为了正确与全面了解“永生”, 让

我们查考以下几个问题: 

a) 什么是“永生”?  —  再思“永生”的定义. 

b) 如何得到“永生”?  —  善行与永生的关系 

c) “拥有永生”是现在还是将来才发生的事? 

 

 

(A) 什么是“永生”?  —  再思“永生”的定义 
 

“永生”不是所谓的“长生不老”, 也不是在

肉身上永远不死.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正

确指出: “永生不是永远地活着. 无论得救与否, 

人人都会永远活着(指人的灵魂是永远不死地活

着, 永恒不灭的存在), 但只是信徒(信主耶稣之人)

有永生. 永生不单有关生命的长短(duration), 同

时有关生命的素质(quality). 这是神自己的生命, 

就是与神相连, 这生命是藏在主耶稣里面.”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

又作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

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约壹 1:2) 

 

马唐纳进一步解释道: “人还未堕落, 在无

罪的光景中, 亚当没有永生. 只要他不犯罪, 他将

假定可以继续在地上享受自然的存在, 可是他并

没有与基督在天上同得荣耀的盼望. 还有, 他永

远可能会犯罪, 招致死亡, 这正是伊甸园的悲剧. 

直到他信主 , 接受祂为救

主, 他才得着永生, 并得着

一切所包括的永远福气.” 

 

                                                           
47   潘秋松编著, 《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美国加利

福尼亚: 美国麦种传道会, 2002 年), 第 208 页. 

(B)  如何得到“永生”?  —  善行与永生的关系 
 

如何得到“永生”? 约翰福音 3:16 说得很清

楚: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指主耶稣)赐

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得

永生的方法, 就是信靠主耶稣, 接受祂作我们的

救主, 脱离灭亡, 反得永生.   

 

圣经也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相信”的真理, 

例如: 喝主耶稣所赐的水(约 4:14), 吃祂的肉和喝

祂的血(约 6:54); 认识父神并祂所差来的耶稣基

督(约 17:3)等等.48 圣经说, 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住

在他里面(约壹 3:15), 而所有不信的罪人也没有

永生, 正如 约 3:36 所说的: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

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永生”是人借着信心, 领受从父神而来的

一种恩赐(罗 6:23),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祂儿子里面”(约壹 5:11). 永生不仅

是父神所赐, 同时也是圣子耶稣基督所赐, “我的

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
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

手里把他们夺去”(约 10:27-28; 也参 约 17:2).  

 

 有者则说, 人需要用善行(或功德)来赚取

永生. 他们列举以下经文为证: 

1) 太 25:45-46: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

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刑

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2) 路 18:29-30: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

神的国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

女 ,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 在来世不得永生

的.’ ” 

3) 约 4:36: “收割的人得工价, 积蓄五谷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4) 约 12:25: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

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5) 罗 2:7: “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

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6) 加 6:8: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

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48   约 17:3: “认识祢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祢所差来

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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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经文, 马唐纳解释道: “有…经文

似乎是说, 永生是人在地上行为(指行善)的奖赏. 

这类经文有 太 25:45-46; 路 18:29-30; 约 4:36; 

12:25; 罗 2:7; 加 6:8. 可是, 这几段经文并没有与

多处教导‘永生非因行为’的伟大真理互相违背

(抵触). 得救是本乎恩的真理(弗 2:8), 说明永生是

礼物, 只能因信接受, 完全与行为无关(弗 2:9). 

 

“因此, 这些烦扰我们的经文其真实意义

何在? 它们提醒我们, 天上的奖赏是有不同的程

度.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有人会领受冠冕(奖赏), 

有人会遭损失(即失去奖赏). 虽然所有信徒都得

永生, 但不是所有信徒都有同样的享受永生的量

度(capacity) (林前 15:41b). 奖赏是取决于我们在

这地上事奉的忠心(加 6:7-9), 并在圣洁上的长进

(罗 6:22).” 

 

马唐纳继续指出, 这些经文所提到的好行

为, 是永生的果子(指因有永生而结出的果效), 不

是得着永生的途径. 例如: 太 25:46 说: “这些人要

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经文教导

说: 那些在大灾难时期, 愿意与信基督的犹太弟

兄为伍的, 表示他们是真正得救, 会因此享受永

生. 他们的善行就是他们得救(因信称义)的证据. 

 

约翰福音 4:36 和 12:25 所指的, 分明是忠

心事奉的奖赏, 而不是得救的途径. 请留意, 约

4:36 说“收割的人得工价, 积蓄五谷到永生”, 表明

所指的是在禾场上事奉的人和他们所得的奖赏. 

至于 约 12:25, 也是与事奉主有关, 正如下一节

(约 12:26)所说: “若有人服事我, 就当跟从我; 我

在那里, 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 

 

罗 2:7 是一节令多人费解的经文: “凡恒心

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

永生报应他们.” 表面上, 这节经文似乎是说, 得

着永生的条件就是行善. 可是这样的解释与整体

新约圣经一致性的教导(因信称义)有所抵触. 圣

经是无误之神所默示的话语, 绝对无误, 肯定没

有冲突. 马唐纳解释道:  

 

也许我们可以从两方面, 用圣经的角度来

理解这节经文. 首先, 它是个神学性的理想

(可指一个假设), 一个神用来审判失丧罪人

的方法. 假设一个不信的人能证实, 靠着他

自己的力量, 他不断努力的行善(同时不犯

任何的罪), 他会得着永生的奖赏. 可是(事

实上), 当然这是个不可能的事. 因为圣经

明说 : ‘没有行善的 , 连一个也没有 ’(罗

3:12b). (第二方面), 抑或只有信徒, 借着圣

灵的能力, 才能够达到这种地步. 如果是这

样, 善行就是得救的果效, 而不是得救的源

头(换言之, 善行不是得救的方法或途径).  

 

史达兰(Fred E. Stallan)也解释道: “使徒

(保罗)并非声称人可以靠着行善来得永生, 因为

他在 罗 1:17 和其他经文已表明得永生的方法, 

是靠信心的原则  —  ‘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参 弗

2:8-9). 罗 2:7 的意思是 … 恒心行善是神对每一

时代的人的要求. 保罗在这段经文(罗 2:7-11)并

非讨论人如何可以得到永生; 他是表明神对每个

人的期望, 无论他是犹太人或外邦人, … 如果断

言说这段经文表明得永生的福气是靠行善, 那就

与整体圣经的启示有所冲突了.”49 

 

 

(C)  “拥有永生”是现在还是将来才发生的事? 
 

 “永生”有时被称为“一个现在的拥有”, 又

有时被称为“一个将来的盼望”. 

 

(a)    永生是一个现在的拥有 
 

 永生是信徒现在拥有的一份礼物, 这礼物

是主所应许的(约壹 2:25: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

                                                           
49   F. E. Stallan, “Rom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1),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8), 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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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 又是在祂里面所找到的(约 6:68; 约壹

5:11),50 是借着相信而领受的一份礼物. 约 6:47

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也

参看 约 3:15-16, 36;  5:24;  6:40;  提前 1:16).  

 

 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可以按着神话语的权威, 明确

地知道他们已得永生, “我将这

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

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

生”(约壹 5:13). 

 

 神期望已得永生的人, 天天在生活中, 把

耶稣基督所赐的永生(丰盛的属神生命)给活出来,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注: “持

定”意即“持守着已拥有的事物”). 你为此被召, 也

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提

前 6:12); 保罗在 提前 6:19 也勉励信徒说: “为自

己积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
正的生命.” (也参 约 6:27). 

   

(b)    永生是一个将来的盼望 
 

 永生除了是“现在可拥有的福气”, 它也是

将来的盼望和产业,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

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多 1:2);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

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犹

21). 以上经文所指的, 是永生的完满时刻. 到那时

候, 信徒将永远脱离罪恶, 再没有疾病、痛苦和

死亡(启 21:4). 所指的是那最终的荣耀景况. 

 

 有时, “永生”也被喻为“产业”(inheritance). 

太 19:29 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加“妻子”)儿女、田

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也参 可

10:29-30;  路 18:30). 保罗也说: “好叫我们因祂的

恩得称为义, 可以

凭着永生的盼望成

为后嗣  (或作: 可

以凭着盼望承受永

生)” (多 3:7).  

                                                           
50   约 6:68: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约壹 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
生; 这永生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D)  总结 
 

 “永生”是人重生得救时所接受的属灵生命, 

是神自己的丰盛生命, 像祂一样的永恒. 此外, 永

生也是个“现在的拥有”和“将来的盼望”. 一个真

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凭着神话语的权威, 可以确

实地知道, 他已有永生. 得永生的确据来自圣经  

—  神无误的真理之道.  

 

 虽然重生得救的信徒在今生已拥有永生, 

但永生的完满状况或终极情况还在未来. 马唐纳

评述道: “信徒前瞻永生的完满, 这又称‘身体的得

赎’(罗 8:23; 也参 弗 1:14; 4:30). 当永生与奖赏有

关时, 意思不是永生成了圣洁、事奉或善行的奖

赏, 而是因为(信徒)忠心见证的表现, 就是在信徒

里面基督的生命彰显出不一样的生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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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再思“死”(death)的真正意思 

 

 我们在上文看见“永生”在圣经中的意义与一

般人所认知的有所不同, 因为许多人认为那些没有获

得“永生”的人, 就“人死如灯灭”  —  他一死后, 他的灵

魂就消灭不见, 不再存在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正确理

解“死”的意思是什么.  
 

 本纳斯 (Howard A. 

Barnes)解释道 : “死是分离

(separation)的意思 ; 在肉身

方面的死 , 灵魂与身体分

离… 在灵性方面的死, 与神

分离, 人死在他们的罪中… 灵性方面的死是‘永生’的

反面 ; 死是 ‘罪的工价 ’, 但永生是 ‘神的恩赐 ’(罗

6:13).”52 简之, 按照圣经的亮光, 有三种的“死”: 

 

1) 肉身上的死 (physical death) = 人的身体与自己的

灵魂分离(王上 17:20-22) 

2) 灵性上的死 (spiritual death) = 人的灵魂与神本身

分离(弗 2:1: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3) 第二次的死 (second death) = 人的灵魂与神本身

永远分离(启 20:14; 21:8) 

  

                                                           
51   以上文章主要改编自 马唐纳著, 姚光贤译, 《分别

在此》(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书局, 2011 年), 第 19-23 页. 
52   Howard A. Barnes, 100 Gospel Words Explained 

(Merseyside, UK, 2002), 第 15 项 (n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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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佑之(1925-2015) 

书中之书                                杯子 

 

圣 经 的 无 误 和 可 靠 (十六):   

圣 经 的 伦 理 (中):   

圣经和奴隶制 
苦 

(A) 可怕的奴隶制度 
 

古代世界充满奴隶. 罗马帝国的人口中, 

有一半是奴隶; 希腊雅典的人口中, 则是四分之

三为奴隶. 在古时, 即使是同种族的人也彼此奴

役. 那些他们所拜的神祇并不关心奴隶. 奴隶们

没有社会权利, 甚至没有生存的权利, 因为这些

奴隶的生命是可以

让主人随意处置的 . 

在古代世界中, 奴隶

的生活就像是身处

地狱一般. 在罗马人

中, 如果一个家庭的

主人被杀, 他家中所

有的奴隶便一律处死, 并不需要经过合法的审判; 

当要利用另一个人的时候, 则把家中的一个女奴

赐给客人过夜, 算是款待的普遍习俗. 透过奴隶

制度, 我们看见古代人类是何等的堕落.53   

 

奴隶制度是一个常被人们质疑的圣经伦

理问题之一. 奴隶制度既然如此残忍, 极不人道, 

不仁不公, 但为何圣经(或圣经的作者)没有明文

反对奴隶制, 没有强调要将之废除呢? 既然如此, 

圣经又怎么可能是出于公义慈爱之神的话语呢?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 让我们先客观地从几方面来

探讨这个课题. 
 

 

(B) 旧约圣经善待奴隶 
  

  基特辰(或译“柯钦”, K. A. Kitchen)指出, 

有证据显示, 古代近东早期即实行奴隶制. 奴隶

的来源是俘虏(特别是战俘)、购买、赔偿、自

卖、或拐骗等等. 希伯来社会的奴仆主要有希伯

                                                           
53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 林怡俐、王小玲合译 , 

《如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1年), 第 33-34 页. 

来奴仆、外邦战俘和“尼提宁”(代上 9:2; 拉 2:43; 

尼 7:46), 后者是附属于利未人的(拉 8:20); 正如

利未人从未变成祭司的财产一样, 尼提宁也从未

真正变成利未人的奴隶, 反而变成了神殿人员的

一部分, 只是地位比利未人稍低罢了. 

  

为了防止大批农民沦为奴隶, 旧约律法规

定, 因不能偿还债务的为奴者(即把自己卖作奴隶

的人), 只须服侍债主六年, 到第七年便可获得自

由, 同时得到足够的资产自力更生(出 21:2-4; 申

15:12-15); 那些“自愿”继续留下来服侍主人的, 可

以选择永远留在主人身边作奴隶(出 21:5-6; 申

15:16-17). 但这些选择永远留在主人家里的奴隶, 

到了禧年(the Year of Jubilee)的时候, 仍可获得自

由(利 25:39-41), 并得回自己的产业(利 25:28). 

 

论到圣经中的蓄奴(slavery)和禧年, 唐佑

之指出, “基本人权在禧年特别受到重视(注: 禧年

是七个安息年后第 50 年, 

利 25:8,10). 以色列中不

可以自己的同胞为奴仆, 

但弟兄中因贫穷而将自

己卖身的事情时有发生.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

渐穷乏 , 将自己卖给你 , 

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事你. 

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

和寄居的一样, 要服事你直到禧年’(利 25:39-40). 

到了禧年, 他和他儿女要离开, 一同出去归回本

家. 所以禧年也称为‘自由之年’ ”(参 结 46:17: 

“…到自由之年…”). 

 

唐佑之继续写道: “奴隶制度虽是古代近

东社会所许可的, 决不是道德的行为, 但神吩咐

以色列人不可严严的管辖奴隶, 应以恩慈的心对

待他们, 而且也容他们赎身, 所卖的价值照着年

数多少, 按每年的工价抵偿, 算到禧年, 也可以说

是十分合理的. 神命以色列人尊重基本的人权, 

是以救赎为理由的. 出埃及这历史见证的救恩就

是最有力的说明, 神是恩慈的, 对以色列人如是, 

也对外人亦然(指神对以色列人和外人都是恩慈

的, 利 25:39-55).”54 

                                                           
54   唐佑之著 ,  《韵律与和声   —  利未记献祭与节

期》(香港: 真理基金会有限公司, 2004 年), 第 117-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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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即

使希伯来女子

被卖为奴, 她的

婚姻和生活都

得到保障, 因为

神借着摩西吩

咐以色列人说:  

  

 人若卖女儿为婢女, 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

出去. 主人选定她归自己, 若不喜欢她, 就要

许她赎身; 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 就没有权

柄卖给外邦人. 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 

就当待她如同女儿. 若另娶一个, 那女子的

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 仍不可减少. 若

不向她行这三样, 她就可以不用钱赎, 白白

的出去. (出 21:7-11) 

  

  外邦的奴仆与希伯来奴仆不同, 外邦奴仆

(指奴隶, slave)可以在一个家庭中永久为奴, 并与

其他家业一起世代相传(利 25:44-46); 但是他们

要按照族长的先例行割礼(创 17:12), 被纳入以色

列国中, 可与以色列人一同守逾越节(出 12:43-

44)、五旬节(申 16:10-11)和住棚节(申 16:16), 与

以色列人同享安息日, 每周休息一天(出 20:10; 

23:12). 战争期间俘获的妇女可以成为希伯来人

的正室, 这样她便脱离了奴仆的身份; 若后来被

休, 便可自由离去(申 21:10-14). 

  

希伯来人注重保护奴仆(奴隶)的合法权益. 

仆婢之间的婚姻, 和自由人的婚姻一样, 也受到

尊重. 即使仆婢仅订婚, 若有他人(不论自由人与

否)破坏婚约, 即是犯罪, 需要献赎愆祭(利 19:20-

22). 主人被要求要对自己的奴仆宽大为怀, 甚至

听到奴仆咒骂自己时, 也要抑制怒气: “人所说的

一切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

诅你. 因为你心里知道, 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传 7:21-22).  

 

若遇到逃脱的奴仆, 也不要把他交还原主

人: “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 逃到你那里, 你不

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 他必在那里与你同住, 在

你的城邑中, 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 

你不可欺负他”(申 23:15-16). 主人若打死了奴仆, 

必要受到刑罚(出 21:20); 主人若对奴仆造成了永

久性的伤害, 奴仆即可获得自由: “人若打坏他奴

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 他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

以自由. 若打掉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 就要

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出 21:26-27).  

 

客观而言, 旧约圣经有关奴仆的律法和风

俗都较有人情味, 希伯来社会的奴隶制度比较合

乎人道. 甚至有学者认为, “一个家庭中, 只有很

少数的希伯来奴仆, 要经常跟他们的主人一同在

田间操劳, 并且, 他们跟家中其他奴隶的生活, 较

之一个赤贫的自由人所面对的饥饿与贫乏, 可算

是稳定和合理.”  

 

贾基(Edwin A. Judge)指出, 希腊古典理论

假设有一个天生的奴仆阶层, 但“犹太人不承认

有自由人与奴仆的基本划分.” 因为神不断提醒

犹太人, 他们曾在埃及为奴, 使他们奉神的名对

没有子民身份的人民流露出独特的眷顾 . 同时, 

神不断告诫犹太人, 他们整个民族是耶和华的仆

人, 所以不可彼此奴役: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严

严的辖管他, 只要敬畏你的神”(利 25:42-43). 这

正像对待妇女的态度之“侵入伦理”一样, 在已存

的奴隶制中, 神向犹太人灌输了“在神面前, 人人

平等”的观念.  

 

 

(C) 新约圣经善待奴隶 
  

到了新约时代, 以色列社会中仍有奴隶制. 

在初期教会里, 有些基督徒自身是奴隶, 而有的

则是拥有奴隶的主人. 使徒保罗所写的《腓利门

书》的受信人腓利门, 本身就是一个蓄奴的基督

徒, 而信徒阿尼西母则是腓利门的奴隶. 阿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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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本是腓利门的奴隶, 后来他逃跑了. 保罗领阿

尼西母信主后, 规劝他回到腓利门家里去; 同时, 

保罗致信腓利门, 请腓利门宽恕、接纳阿尼西母. 

有人据此说保罗拥护奴隶制. 但这种论断是很欠

公平的. 奥布瑞恩(Peter T. O’ Brien)指出:  

  

 没有新约作者对奴隶制的起源有任何评论. 

同样, 在新约里, 奴隶制没有任何神学上的

支持, 没有对一个人可以拥有另一个人做出

任何辩护. 新约里有直接的证据显示, 早期

有些基督徒本身就是奴隶, 有些则是蓄有奴

隶的主人. 再者, 保罗或其他人并无任何改

革的建议, 来解决或完全废除这邪恶的奴隶

制度. 相反, 新约的重点是如何在这制度里

改变人际关系.55 

  

 虽然旧约律法主张不将逃奴送回主人那

里(申 23:15-16), 但私自收养逃奴是违反罗马律

法的, 而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 

另外, 保罗对腓利门说,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

么 , 都归在我的账

上”(门 18), 学者们

推测 , 除了阿尼西

母的逃跑直接给腓

利门造成损失外 , 

阿尼西母在潜逃时, 

很可能还盗取了腓

利门家的财物. 因此, 保罗要阿尼西母回到主人

那里, 不仅避免了他与腓利门的基督徒关系出现

裂痕, 也使阿尼西母有悔罪和改正的机会.  

  

陈终道说, 保罗叫阿尼西母回到主人那里, 

与保罗是否赞成奴隶制毫不相干:  

  

反之, 保罗自己对待阿尼西母的友爱态度, 

正可以证明他心中全无阶级的概念. 虽然阿

尼西母是一个奴隶, 又是一个逃犯, 但他既

已真诚悔改, 使徒保罗全没有轻看他的意思, 

倒是称他为“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又要求腓

利门待他像“亲爱的弟兄”, “收纳他如同收纳

我一样”. 这种不分阶级、用爱心待人的态

                                                           
55   Peter T. O’ Brien 著, 《腓利门书》, 转引自陈惠

荣、吴问宪主编, 《证主 21 世纪圣经新释 II》(香港: 福音

证主协会, 2000年再版), 第 1376页. 

度, 和要求“作主人的用兄弟般的爱对待奴

仆”的教训, 虽然不是为着反对奴隶制度而

说, 却是本着福音真道的待人原则说的, 这

已经足够使整个奴隶制度失去意义了!56 

  

  保罗规劝阿尼西母回到主人那里, 并不表

明保罗赞成奴隶制, 正像主耶稣给罗马政府交税

(太 17:27; 22:21), 并不能因此说主耶稣赞成罗马

的殖民统治一样.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不是要推

翻罗马的统治, 而是要借着祂的死, 把人们从罪

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同样, 使徒们的任务, 不是

推行社会、政治制度改革, 而是致力于福音的广

传. 当人们重新与神和好后, 人际关系也会随之

改善, 从而必然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极深远的

影响【注: 这点可从下文 E 项加以证实】.  

  

奥布瑞恩指出, 在已存制度里奴隶与主人

的关系, 必须置于“同属于一位主”的亮光中来处

理. 迈尔(H. A. W. Meyer)说: “对腓利门而言, 他

在肉身上得了一位弟兄

作他的奴仆, 却在主里

得了一位奴仆作他的弟

兄.” 有学者根据保罗对

腓利门说“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

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

说的”(门 21)这句话, 推

测阿尼西母最后获得了

自由. 其实, 阿尼西母是

否仍回到腓利门那里做奴仆已不重要. 因为不管

怎样, 腓利门都不会再把他“当作”奴仆. 新约圣经

的许多宣告, 已敲响了奴隶制的丧钟: 

 

 加 3:27-28: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

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指外邦

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

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弗 6:9: “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 也是一理, 不

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 同有一位
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提前 6:2: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为与他

是弟兄就轻看他; 更要加意服事他; 因为得服
                                                           
56   陈终道著, 《新约书信详解》(香港: 金灯台出版社, 

1997年), 第 622-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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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益处的, 是信道蒙爱的. 你要以此教训人, 

劝勉人.” 

 门 16: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
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在你呢!” 

  

  不仅新约圣经如此教导, 在旧约圣经中, 

约伯也早有此洞见, 他说: “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

时候, 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 神兴起, 我怎样

行呢? 祂查问, 我怎样回答呢? 造我在腹中的, 不

也是造他么? 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 岂不是一位

吗?”(伯 31:13-15) 

 

 

(D) 解决奴隶问题需回到问题根源 
 

  一些批判圣经和基督信仰的人士指出, 使

徒保罗或其他初代教会的领导者都缺乏直接向

奴隶制度挑战的勇气, 因而只能与奴隶站在同一

线上. 在《阿西莫夫圣经指引: 

新约》(Asimov’s Guide to 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一

书中, 美国已故的世俗论者兼

多产作家阿西莫夫(Prof Isaac 

Asimov, 1920-1992)写道:   

 

虽然保罗力劝腓利门要对

奴隶阿尼西母仁慈, 因阿尼西母如今在基

督信仰中已是腓利门的兄弟, 但保罗没有

在任何地方暗示奴隶制度有可能是错的 , 

或是不道德的制度. 的确, 保罗甚至劝戒奴

隶要顺服他的主人, 因此不论基督信仰的

教义是多么前所未有, 但它也绝非是社会

改革的教义. 

 

 另有一些世俗主义者也

持相同的观点. 英国牛津大学学

者兼古代历史学家福克斯(Robin 

Lane Fox)写道, 第二和第三世纪

的基督教领袖并未搅乱奴隶制

度. 福克斯写道:  

 

初代教会的优先顺序并非关心奴隶是否

从他们的主人得着释放, 或是力劝主人让

奴隶得着自由… 最多, 基督徒的奴隶只是

得到了安慰和慰藉, 基督徒的主人也并未

受到特别的鼓励去释放奴隶, 虽然在城市

里定居的家族以基督徒人数居多, 而在那

里释放也是最常见的. 

 

福克斯将这一切作了一个总结: “基督徒

的目标是改变心, 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 甘雅各

博士(Dr. D. James Kennedy)贴

切评述道: “阿西莫夫和福克斯

都错失了一个最大的重点, 因

为基督徒并不主张基督信仰

(Christianity)要在一夜之间就

将奴隶制度废除. 如果基督信

仰完全不容许奴隶制度, 福音

就不可能像在第一世纪时那样

传开. 而一旦福音传开了, 便种

下了最终废除奴隶制度的种子. 因此, 借着改变
人心, 基督信仰及时扭转了社会秩序. 再者, 正如

教会历史学家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所指出的, ‘基督信仰乃是借着赋予人

工作上的尊严, 而自然废除了奴隶制度.’ ”57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 一针见血

地道出那废除奴隶制度的关键所在: “神与人的

纵向关系破裂了, 人与人的横向关系一定出问题. 

如果人们没有‘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的思想, 人们

就不能彼此相爱, 只能彼此相争、彼此相斗, 真

正的人类平等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即使消除了

奴隶制度, 又会出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 

产生新形式的阶级压迫.  

 

“只有神与人的关系被修复如初, 在基督

耶稣里 , 人们才能互相平等 , 

彼此相爱. 只有当更多的人敬

畏神的时候, 只有当基督的救

恩所带来的‘自由、平等、博

爱’的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 才

可能根除(从根本上铲除)一切

形式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   

 

虽然十七、十八世纪, 有些所谓的基督徒

肆意虐待、贩卖奴隶, 并以“非洲黑人等同于含

的咒诅”(创 9:22-27)的假设为自己的恶行辩护, 

                                                           
57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 林怡俐、王小玲合译 , 

《如果没有耶稣?》, 第 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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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基督徒和基督教会长期不懈的抗争

下, 英国于 1807 年宣布奴隶制为非法, 1833 年整

个大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度. 在美国, 1808 年禁

止奴隶买卖, 1865 年内战结束后废除了奴隶制.58 

 

 

(E) 奴隶制度因圣经和基督徒而得以废除 
 

圣经对西方社会有很大影响, 直接或间接

地推动许多社会改革, 其中一项有目共睹的贡献, 

就是感动许多基督徒政治家, 长期努力推动废奴

法案, 至终成功废除奴隶制度. 基于有限篇幅, 我

们列举这方面的两位著名人物. 

 

(a) 威尔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另译

“威伯福斯”, 1759-1833) 

威尔伯福斯是英国下议院议员 (1780-

1825). 这位慈善家全力并成功废除了奴隶贸易和

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度, 并于 1823 年创建反

奴隶制协会. 他在 1787 年写道: “全能的神交给

我两项任务: 消弭奴隶, 以及重整道德.” 于是他

筹组了两个社团 : “ 消弭奴隶委员会 ”(The 

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以及“行

为 重 整 会 ”(The Society of Reformation of 

Manners). 后者乃为恢复英国人的道德情操.  

 

经过 20 年之

久的努力, 承受了无

数的失败之后 , 威尔

伯福斯终于成功使

“消弭贩奴法案”在英

国国会获得压倒性的

胜利. 过后又经过 25

年之久的战斗 , 受尽

各种辱骂和威胁 , 英

国本土及英国海外属

地(英国殖民地)的奴

隶制度才得到全面的废除.59 

 

对于此事, 徐新生写道: “1807 年, 上下议

院终于以 283 票比 16 票通过‘外国奴隶法案’, 让

‘禁止奴隶贩卖’成为英国的法律, 敲开奴隶的第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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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如果没有圣经?》, 第 91-94 页. 

一扇自由之门. 当众人对他恭贺时, 他热泪盈眶

地说: ‘主耶稣, 历史在祢手中, 我们不过是祢手中

的器皿.’ 随后, 他们一群人又继续推动奴隶解放

的法案, 直到 1833 年, 黑奴才完全自由.”60 

 

张文亮也在《兄弟相爱撼山河》一书中

论到此事: “1833 年 7 月 25 日, 议院传来‘奴隶解

放法案’已经二读通过了, 

威伯福斯说: ‘我感谢主, 

今天我可以活着作见证, 

英国愿意为了黑奴自由, 

付出二千万英镑.’ ”61 那

一天, 70 万个英国奴隶真

正得到了释放!   

 

威尔伯福斯在威

斯敏斯特教堂(另译“西敏

寺”, Westminster Abbey)

的墓志铭有一段是如此写道: “温暖的仁慈, 以及

普世的公正, 地上添了他这一个基督徒生命, 永

恒不变的雄辩口才. 在每一个公共事务层面上, 

他如此卓越; 在每一个公益运动里, 他是马首; 不

论是在当时或在属灵上, 他解围了那时人们的需

求; 凭着永不气馁的努力, 借着神的祝福, 这份努

力除去了英国贩奴的罪恶, 并预备了一条解放奴

隶之道, 铺在大英帝国的每一个属地之上.”62  

 

如果没有圣经教导和基督信仰的影响, 历

史上就没有威尔伯福斯为主耶稣而极力反对奴

隶制度; 没有他对废除奴隶制度所展开的奋斗, 

今天很可能奴隶仍然充斥着整个英国本土及英

国海外属地(殖民地).【注: 当然, 在废除奴隶制

度方面, 也不是单靠威尔伯福斯一人的力量, 因

为他聚集了一班与他志同道合的福音派人士一

同作战; 其中最著名的有七位, 他们就是所谓的

“克拉彭联盟”(The Clapham Sect). 有关威尔伯福

斯和“克拉彭联盟”为废除奴隶制度所做出的种种

努力, 请参本文附录一】  

                                                           
60   徐新生著, “时代的良知  —  威伯福斯”. 载 彭海莹

编辑, 《旷野跨世纪小百科(20): 政治民主》2000 年 4 月号, 

第 75 页. 
61   张文亮著, 《兄弟相爱撼山河 — 威伯福斯与克拉

朋联盟》(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7 年), 第 242 页. 
62    同上引, 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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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Lincoln 
 

(b) 美国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林肯是美国第 16 任总统(1861-1865). 他

深信当时盛行的奴隶制度是不合圣经的原则, 所

以上任总统后, 便立志废除奴隶制度, 解放美国

黑奴. 为此爆发美国内战  —  南北战争(1861). 他

采取革命性措施, 颁布“解放宣言”(1862). 经过无

数的困难和阻挠, 林肯的北方军队至终取得战争

的胜利(1865), 林肯本人却在战后被暴徒枪杀. 无

论如何, 因着他的努力, 美国黑奴重获自由. 

 

林肯曾向国人发表第二任就职演说. 这篇

讲稿刻在林肯纪念堂里, 其中有一段如此表示: 

 

“全能者自有其旨意. … 如果我们假设, 美

国奴隶制度乃是众罪之一, 而当祂(全能者)

定意除去这个制度的同时, 引发这一场可

怖的南北战争… 我们诚挚地盼望 — 热切

地祷告 — 这场惩罚性的战争, 得以迅速地

远离我们而去.  

 

“然而, 如果神定

意让战争持续下

去, 直到我们从所

有奴隶在 250 年

间没有报酬、困

苦劳动之下所累

积的财富被毁去 , 

及直到每一滴皮

鞭上的血迹被报之以刀下每一条冤魂, 就

如同我们在 3 千年前所说, 而今天仍要再

说的那样: ‘主的审判确实, 合乎公义.’ …… 

不以恶待人, 而以仁慈相处.  

 

“当神开启我们的眼, 得见公义时, 我们必

须持守公义. 让我们全力以赴, 完成我们的

工作, 医治国家的创伤. 承受战争所带来, 

并予以照料那些寡妇、孤儿, 不忘关怀他

们 — 对于那些可以达成公义, 让我们中间

享受永远和平的事情 , 我们必须全力做

好.”63  

 

                                                           
63   摘自 “Speeches and Presidential Addresses, 1859-

1865”(New York: The Current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907), 第 5 册, 第 224-225 页. 

从这篇讲词中, 我们不难发现林肯对废除

奴隶制度和改革社会的动力, 乃源自圣经所赋予

的公义感与仁爱之心.  

   

(F) 总结 

 

 虽然使徒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没有直言

要废除奴隶制度, 但也绝不能以此断言圣经支持

奴隶制度, 或圣经不理奴隶的悲苦. 从旧约圣经, 

我们看见神在律法中教导人如何善待奴隶, 也给

希伯来奴隶重获自由的机会.  

 

到了新约时代, 神借着使徒们在圣经中, 

多方教导人要如何以爱相待, 因神并不偏待人. 

神的优先顺序是先改变人心(教导人悔改重生, 得

着新的生命), 然后才改变社会种种不人道的制度

【有关这点, 请参本文附录一】. 因为若人心不

改, 即使废除了奴隶制度, 残暴邪恶的人仍然可

以再创另一种制度, 来欺压和剥削他人(正如今日

在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 仍有许多欺压员

工的案例).  

 

“人心的改

变”是废除奴隶制

度的关键所在. 保

罗在写给腓利门

的信中, 论到奴隶

阿尼西母时, 说道: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

同收纳我一样”(腓利门书 16-17). “这是… 最具革

命性的观念  —  一个奴隶, 一个原本仅被视为‘活

的工具’的人, 却也可以是一个亲爱的弟兄. … 如

此简单的一句话… 融化了奴隶的脚镣, 就像冰柱

在东升的太阳面前被融化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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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的是, 历史证明那些极力推动废奴法

令的人士, 主要都是基督徒. 诚如甘雅各博士所

指出, 在 1835 年, 全美废止奴隶制度协会中的三

分之二成员, 都是一些传福音的牧师. 众所周知

的是, 那些“地下铁道”的领导者, 皆是贵格会教派

的信徒(基督徒). 林肯总统信仰基督, 更是一件十

分确定的事, 因他的著作充满了引用的经文.64  

 

简之, 圣经和基督信仰绝不支持虐待奴隶

的行为, 反而借着改变人心而在多处推动废奴法

案, 最终成功立法废奴, 除掉这邪恶的制度. 因此, 

在废奴的漫长艰苦道路上, 圣经和深受它影响而

极力推行废奴运动的基督徒们, 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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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废除奴隶制度的功臣  —  威尔伯福斯 

 

(A) “克拉彭联盟”的八勇士 

可怕的 “奴隶

制度”  —  无人能算出

有几千万的人像条狗

似的, 毫无尊严的死在

这个古老残暴的制度

下! 单单在非洲, 至少

有 1 千 5 百万人被掳

到伊斯兰国, 1 千万人被卖到欧美大陆去当奴隶. 谁来

为黑奴申诉呢? 谁来为他们解开奴隶制度的枷锁呢? 

是神! 是那位赐下圣经的真神在英国兴起八个年轻基

督徒 , 即威尔伯福斯 (另译 “威伯福斯 ”, 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与他七个基督徒朋友.  

 

这七个关心黑奴的基督徒朋友常到威尔伯福

斯在克拉彭(Clapham)的家中聚会,65 一同讨论如何解

放黑奴. 这八人团体于 1787 年底, 发展成历史上著名

的克拉彭联盟(另译“克拉朋联盟”, Clapham Sect).66 此

八位英国国会议员虽来自不同的背景、专长、党派, 

却因着相同信仰而共同奋斗 36 年, 以立法的程序, 挣

断了邪恶的奴隶制度, 解救了千千万万的黑奴, 至终

                                                           
64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如果没有耶稣?》, 第 36页. 
65   克拉彭(Clapham)是英国伦敦西南部一地区. 
66   除了威尔伯福斯, 克拉彭联盟的另外七人是: 文学

家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擅长管理财务的富商夏普

(Granville Sharp)、经济学家桑顿(Henry Thoronton)、人事

管理专才格兰特 (Charles Grant)、擅长外交的艾略特

(Edward James Eliot)、教育专家麦考利(Zachary Macaulay)

和法律学家斯蒂温(James Stephen). 

将邪恶的奴隶制度从欧洲各国

中逐步废除. 当代大布道家兼

卫理公会创办人卫斯理 (John 

Wesley, 1703-1791)曾为这批常

聚在克拉彭的八位年轻政治家

代祷: “因着你们的兴起, 愿这

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

议院, 如同行在天上.” 八人当中,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 莫过于劳

苦功高的威尔伯福斯.  

 

(B) “废除奴隶制度”的努力 

威尔伯福斯看清神的旨意是要废除奴隶制度, 

便提出“禁止奴隶贩卖法案”, 在议院中大声疾呼道: 

“奴隶是文明的耻辱, 这个衡量的尺寸, 不是为我个人

的利益, 而是, 我相信, 唯一准确的尺寸, 是来自政治

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 那就是圣经! 圣经说: ‘不可

杀人.’ 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 却是建立在黑奴的捕

捉与无情的贩卖, 有多少黑奴惨死其中! 短暂的经济

利益, 模糊了非洲丛林的悲哀, 麻木了对运奴船罪恶

的指控; 这种少数资本家的利益, 源源不断的祸害和

天谴, 将一直随着我们的国家. 各位, 现今的贸易行为, 

将给未来种下多少祸果, 我们的议会, 必须回到我们

的良心与公义的法则  —  圣经.”67 

 

顿时, 议院中的反对声炮火连天, 也有不少议

员因着不想得罪手握巨大权势财力的贩奴者, 而不敢

表态支持. 经过多日的争辩, 1790 年威尔伯福斯的“禁

止奴隶贩卖法案”在票数悬殊的情况下惨遭封杀. 

 

1791 年 , 英

国在大西洋的殖民

地有黑奴群起抗议

主人的虐待, 反对者

借题发挥, 把矛头指

向威尔伯福斯, 谴责

他“不当言论造成国

家动乱”. 在四面楚

歌之际, 87 岁的卫斯理写信鼓励他:  “这是一个特别

需要祷告的时候, 愿主把祷告的灵赐给你, 使你的心

超越这一切的反对. 人的反对与邪恶都不能腐蚀你在

基督面前所立的志向, 愿主帮助你.”  

 

威尔伯福斯在 1791 年 4 月 17 日写下一个祷

告: “愿主耶稣赐我智慧、力量与辩论的能力… 我再

                                                           
67   张文亮著, 《兄弟相爱撼山河  —  威伯福斯与克

拉朋联盟》(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7 年),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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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伯福斯和克拉彭联盟在英国国

会下议院不断地努力推动废奴法案 

一次把自己放在祢的手中. 如果我嬴了, 荣耀归于祢, 

如果我输了, 愿祢的旨意成就.” 

 

在议院中, 威尔伯福斯重提废奴议案. 有议员

以废除奴隶制度将危害国家经济为理由而大力反对. 

威尔伯福斯反驳道:  “经济是很重要, 但是经济只是人

类的仆人, 不是主人, 如果把经济自由绝对化, 人类的

道德就荡然无存. 废除奴隶买卖, 不是要打击经济, 而

是要降低经济对大多数弱势族群的绝对主宰性, 把人

的价值重新带回上帝面前.”  

 

又有一位反对者强辩说, 蓄奴是要帮助黑人, 

把他们从非洲森林带出来,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威尔

伯福斯反辩: “如果是帮助, 为什么不在黑人的本地本

乡给他们改善生活、教育、工作、食物、衣服, 而要

把他们带出为奴? 你必须扪心自问, 这难道不是罪恶

吗?” 辩论结果投票, 反对票 88 比 75 票, 议案仍未获

得通过. 

 

1792 年, 克拉彭联盟的弟兄

们继续在下议院为废奴法案竭力的

争辩. 经过激烈的争辩, 结果通过了

“逐渐废除贩卖奴隶法案”(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隔年

(1793 年), 威尔伯福斯把“逐渐废除

贩卖奴隶法案”带到上议院提出, 但

上议院的贵族爵士们当中, 有不少

人暗中与贩奴集团勾结, 便站起来

大声反对. 威尔伯福斯对此反应早

就心里有数, 他事后写信给朋友道: “…我发现整个局

势是控制在一群集体犯罪的人手上... 在议院里我会

更仔细的分析、解释议案的动机与缘由. 为了说服他

们, 我会不惜政治前途与个人情感.” 

 

 1793 年 5 月, 威尔伯福斯再向下议院提出新

的法案: “外国奴隶法案”(Foreign Slave Bill), 禁止英

国船只运送黑奴到其他国家. 这法案遭到绝大部分议

员的反对, 威尔伯福斯较后更收到英国国防部长的来

信警告, 要他收声. 然而, 克拉彭联盟的弟兄们并不灰

心, 一致决定再提这法案, 并给予更多合情合理的理

由, 可惜还是遭到多数票的否决.  

 

1794 年, 激进反对的议员开始对威尔伯福斯

展开攻击, 在约克郡召开群众大会, 挑战他前来辩论. 

没料到威尔伯福斯竟然单刀赴约, 骑着马车奔驰了三

天两夜风尘仆仆的路程, 抵达目的地. 他上台讲了一

场精彩的演讲, 句句简短、清楚、合理、有力, 获得

群众报以如雷掌声. 事后, 威尔伯福斯在日记上写道: 

“任何成就, 我都看为小事, 我很清楚, 我的政治生涯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废除奴隶制度, 并且为此尽心竭

力. 我若有什么成就, 那是上帝的高举. 哦! 主啊! 我愿

成为祢手中的器皿, 来拦阻邪恶的事.” 

 

(C) 全心靠主不靠政治力量 

1793 年, 英国宣道士开始踏入印度宣道. 之后, 

许多纠缠在印度宗教和文化的习俗开始曝光, 如陪葬

(寡妇需与死去的丈夫一起烧死)、神庙里的童妓等等, 

成为英国议会讨论的课题. 又传来宣道士和基督徒受

到印度教僧侣迫害的消息, 结果有狂热基督徒呼吁英

国派兵去保护那里的基督徒, 毁掉一切的偶像. 可是

威尔伯福斯与克拉彭联盟的弟兄经过慎重考虑后, 反

对用政治力量保护异教文化下的宣道士与基督徒. 他

们反对英国派兵进行“圣战”, 以免基督徒在殖民地成

为新的特权阶级.  

 

威尔伯福斯在写给法学家

厄斯金(Thomas Erskine)的信中指

出: “很多基督徒, 在考虑基督徒的

安全上, 太依赖政治的力量, 而忽略

上帝的力量. 我知道印度的基督徒, 

将长期生活在印度婆罗门教, 与印

度守护大神毗瑟拿(Vishnu)的阴影

下, 我仍然相信真正的基督信仰, 是

只相信耶稣基督的保护, 而不在乎

政治力量的保护. 成为大国易有一

个试探, 以为大英帝国的政治保护, 

会比上帝全能者的保护更安全.” 

 

1813 年 6 月 23 日, 威尔伯福斯在会议上说道: 

“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政治力量的特别保护? 因为历

代以来, 真正传递基督信仰的真信徒, 是一群这世界

所不配有的人, 所以也不需要这世界特别的保护. 这

些人永远是符合耶稣所说的: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 6:20). 就世上的哲学看来, 

基督徒永是被轻弃之人; 在政治上, 基督徒是没有什

么价值的人 … . 基督徒如果非要政治的保护才能安

心, 他该认识政治的保护与耶稣基督的保护有一些实

质的不同. 前者是要接受强权之下的管制, 基督的保

护却是他生命大能下的自由.”  

 

威尔伯福斯又说: “我永远反

对组织基督徒来对抗宗教问题, 我们

需要的只是忍耐, 与公共政策上的实

施.” 他强调: “基督信仰应该是对别人

没有强制性的宗教, 因为属基督的事, 

只有在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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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 

 威尔伯福斯不仅相信圣经是唯一的真理, 也实

践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的教导. 当有人提出大英帝国应

使用她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 逼使各国废除奴隶制

度, 威尔伯福斯表示反对. 他认为废除奴隶的关键应

在国际会议上, 而不在武力的胁迫下. 他提倡“国际会

议”, 让各国代表以理想、和平立约之法来废除奴隶

制度. 他说:  

 

“尊重别国的主权, 是国际外交最重要的伦理. 没

错, 英国是强国中的强国, 但是以长远的眼光来

看, 强国不是在国际外交中夺取更多的政治、经

济利益, 而应该为维护国际的秩序与稳定而努力. 

这才符合耶稣所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徒 20:35; 

参阅 太 10:8). … 在人类历史上, 凡以武力胁迫

他国就范的强国, 其行为带来的, 绝非长期的福

祉, 而是不少的灾害. 真正的强国会关怀其他弱

小的国家, 视列国为共同体. 国际外交不是输出

武力, 不是输出竞争, 而是能够回到‘施比受更为

有福’的圣经真理中.” 

 

1815 年维也纳和平会议上, 欧洲各国签署了

“废除贩卖奴隶条约”. 过后, 克拉彭联盟的法律大师

斯蒂温提出“奴隶登记法案”(Registry of Slave Bill), 要

蓄奴者为所有奴隶进行注册登记, 以便更有效地杜绝

非法贩卖奴隶的活动. 此法案引起英国各处的蓄奴者

强烈反对. 但威尔伯福斯硬要提这法案. 那些财力雄

厚的蓄奴集团大怒, 扬言要买通刺客谋杀他和他的盟

友, 也出钱买通著名作家著书诋毁威尔伯福斯.  

 

威尔伯福斯不为自己争辩, 面对周围毁谤, 他

说: “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中, 要像农夫栽种善良、

温柔的种子; 常常靠着主耶稣基督, 保有一颗温柔、

喜乐的心, 是医治政治界伤害的最佳良药. … 蓄奴者

虽然攻击我, 但我不攻击他们. 因为我看清蓄奴是一

个罪恶的制度, 蓄奴者也是罪恶制度下的受害人.”  

 

威尔伯福斯深信政治革新和社会关怀, 必须建

立在忠于圣经真理的根基上, 使人因信福音而得救, 

依靠内在基督的力量活出新的生命, 而非过于依靠外

在政治的力量. 他表示:  

 

“只有耶稣救赎的真理, 才能改变人的生命, 只有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 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

尊. … 我们看到信主后的黑奴, 福音给他们生命

中带来的改变, 使他们要求接受更多、更好的教

育; 又愿意学习语言、技艺, 与关怀周遭的环境. 

福音不是一下子解开禁锢之环, 而是慢慢的把禁

锢之环腐蚀溶解掉. … 我慢慢看清楚, 不应该在

第一代黑人基督徒中要求参与政治改革, 而是应

该等下去,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 黑人会

有自己的聚会、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牧师, 会由

圣经的真理逐渐体会文化、政治、社会改革的

需要. … 至于我们, 仍应忠于上帝在政治改革上

给我们的呼召, 撒网的渔夫不能远离他的鱼群.” 

  

(E) “奴隶解放法案”的通过 

无情的岁月带走充沛的体力与精神. 威尔伯福

斯的弱视症、结肠炎, 长期压力造成的胸口痛, 使他

的腰部逐渐承受不了体重而上半身向前倾. 医生只好

在他的胸口挂一个皮革包裹的铁框, 支持他的上半身. 

威尔伯福斯末了的 10 多年, 每天要挂着这个铁框才

能走动, 但他写道: “这个铁架使我随时想到自己原是

多么软弱, 在忙碌中我需要缓和我的脚步. 喔! 感谢主

耶稣的恩典 … 我年纪愈大, 愈能感觉到耶稣的带领

是那样的细腻.”  

 

他每天以箴言 4:11 为

祷告, 求主“指教我走智慧的道, 

引导我行正直的路”. 他一生最

喜爱的圣经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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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

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

意念”(腓 4:6-7).68 

 

1833 年 7 月 25 日, 议院传来奴隶解放法案已

经二读通过了. 在这法案下, 英国政府愿意付钱给蓄

奴者, 以解放他们手下的奴隶. 年迈的威尔伯福斯听

到这消息后, 微笑说道: “我感谢主, 今天我可以活着

作见证, 英国愿意为了黑奴的自由, 付出 2 千万英镑.” 

 

1833 年 7 月 28 日深夜, 威尔伯福斯的妻子和

儿子亨利, 听到躺在床上的威尔伯福斯在喃喃自语. 

他喃喃说道: “我觉得我的身体快不行了.” 亨利说: 

“但是你的脚是立在那永远稳固的盘石上.” 威尔伯福

斯笑了一笑, 谦虚地说: “但愿如此.” 隔天凌晨 3 点, 

当他歇了世上的劳苦, 进入天家的安息时, 他能肯定

的说“是”了. 这不是可悲的结束, 而是荣耀的开始!69 

                                                           
68   同上引, 第 231-232 页. 
69   同上引, 第 242 页. 以上附录摘自《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法政捍卫者三废除

奴隶制度的功臣-威尔伯福斯/ . 此文章主要改编自 张文亮

著, 《兄弟相爱撼山河  —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7 年).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法政捍卫者三废除奴隶制度的功臣-威尔伯福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法政捍卫者三废除奴隶制度的功臣-威尔伯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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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基督耶稣 

的仆人 
 

 
 

经文: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

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和诸位监

督, 诸位执事.”(腓 1:1) 

 

希腊文的名词本身带有 “ 格 ”(case) 、

“数”(number)、“性”(gender). “格”表明名词在句

子中的语法功能. 如果名词以“主格”(nominative)

形式出现, 就可能是作主语或表语(述词主格); 如

果以直接宾格(direct accusative)形式出现, 就是作

直接宾语(直接受词, direct object).  

 

“数”包括单数、复数; “性”包括: 阴性、阴

性和中性. 懂希腊文的人根据名词的词尾(词尾变

化), 就可以知道该名词在句子有什么语法功用, 

是什么“数”和“性”. 知道这点有什么好处呢? 简

之, 希腊文的“格”、“数”、“性”能帮助我们更精

准地理解经文. 让我们从以下

例子察看希腊文名词的“数”.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

处多》一书中指出, 希腊文名

词的“数”与中文不同之处是: 中文表达复数时, 

可以在名词后面加“们”字 , 如“人们”、“护士

们”、“先生们”. 而希腊文是在名词上加一个复数

词尾, 一看词尾就知道这名词是单数还是复数. 

下面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 1:1 的前半部分: 

 

 腓 1: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

给…”【《和合本》、《新译本》皆同】 

 

这节经文表明这封信的写信人是保罗和

提摩太. 这里对保罗的称呼很清楚, 是“基督耶稣

的仆人”. 中文译本在这“仆人”一词后面并没有

“们”字, 所以会令读者以为这仆人的身份可能不

包括提摩太. 尤其当我们比较所有提到提摩太也

是写信人的保罗书信时, 保罗对提摩太的称呼或

描述时, 就会发现提摩太有时被称为“弟兄”, 有时

没有任何描述他身份的话. 所以有可能腓立比书

1 章 1 节“仆人”的身份不包括提摩太. 

 

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节的希腊原文提供明

确答案. 罗羚解释说, 按这节经文的希腊文原文, 

“仆人”这名词是复数(即希腊文 douloi , 参本文附

录中的图表). 所以, 仆人的身份无疑也包括了提

摩太. 《环球圣经译本》翻译得很清楚: “我们是

保罗和提摩太, 基督耶稣的奴仆, 如今写信给…” 

表面上看, 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 然而, 倘若我们

理解腓立比书的主要信息, 就会明白保罗在这里

采用复数有他重要的目的, 这复数与信中所讲的

主要信息相符一致. 

 

(一) 提摩太与保罗同是腓立比教会的创建人 

我们来看保罗、提摩太与腓立比教会的

关系. 从使徒行传第 16 章我们得知, 腓立比教会

是保罗和西拉在保罗的第二次宣道行程中, 在欧

洲创建的第一个教会. 而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

行程初期 , 在路司得加入保罗的宣道行列 (徒

16:1-5). 在这次行程中, 提摩太常和西拉一同出

现. 他出现于腓立比附近的庇哩亚和亚该亚的哥

林多(徒 17:14; 18:5).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他

也参与创建腓立比教会, 至少他是保罗团队的同

工. 因此也可以说, 保罗和提摩太都是腓立比教

会的创建人.  

 

(二) 只有腓立比书单用“仆人”称呼保罗身份 

在保罗书信中, 多用“使徒”一词说明写信

人保罗的身份.70 用“仆人”身份的只有三封书信, 

就是罗马书、腓立比书和提多书. 这三封书信中, 

除了腓立比书 1 章 1 节, 凡用“仆人”的称呼来描

述保罗的, 也都同时提到保罗的使徒身份(参 罗

1:1; 多 1:1). 换句话说, 在保罗书信中, 单用“仆

人”称呼保罗身份的, 只有腓立比书. 

 

(三) 强调“仆人”的卑微身份 

“基督耶稣的仆人”这称呼可以是强调仆人

所属的主人是基督耶稣, 这仆人是代表基督耶稣

行事和说话. 他所传的话不是自己的, 乃是基督

                                                           
70   保罗的 13 封信中, 有 8 封信用了“使徒”的头衔作

为写信人的身份.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2 

   

《家信》: 第 130 期 (2021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耶稣的, 因而带有权柄. 但同时, 这称呼也可以是

强调“仆人”的卑微身份. 那么, 腓立比书 1 章 1 节

强调的是哪一种呢? 

 

 我们知道, 腓立比信徒中有不合一的情况

(参 腓 2:1-4; 4:2-3). 针对这种情况, 保罗劝勉他

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原文可译作: 在你们

当中应有这样思想, 这也是基督耶稣有的思想).71 

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 祂的心(原文是: 

心思)是主动的降卑与绝对的顺服父神.  

 

 祂本与神同等, 却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 

为了拯救人类, 甘心放下自己的荣耀, 取了奴仆

的形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

微, 存心顺服, 以致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5-

8). 很明显, 保罗在腓立比书 2:5-8 强调基督耶稣

谦卑的榜样. 基督耶稣以父的旨意、人类的救恩

为念, 放下自己的荣耀、权利. 祂没有为自己争

取荣耀, 反而放下自己天上的荣耀. 最后是父神

将祂升为至高, 使祂得荣耀; 祂也荣耀了父神. 

 

这与腓立比教会某些人的情况相反; 他们

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谦卑(腓 2:3). 因此, 

保罗要他们学习基督耶稣的谦卑. 这是保罗处理

腓立比教会不同心的方法, 因为谦卑是教会合一

必须的条件. 而“取了奴仆的形像”的“奴仆”一词, 

与腓立比书 1:1 的“仆人”一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都是 doulos {G:1401}. 所以“基督耶稣的仆人”这

称呼一方面说明保罗是代表基督说话, 另一方面

也强调他和提摩太谦卑的态度和地位.  

 

连基督耶稣自己都是谦卑的, 保罗和提摩

太既代表基督, 就更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自己就

是最谦卑的榜样, 腓立比教会的创始人也都是仆

人, 为教会立下谦卑的榜样. 这无疑提醒教会中

分党的信徒们, 他们的主、他们的领袖都是谦卑

的, 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不谦卑而分党. 

 

同样, 我们今天也应当用忠心仆人的心志

和态度, 来服事主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都

以这样的谦卑心态服事时, 才有可能保持教会合

一的美好见证, 才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71   《新译本》译作: “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 这

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 

因此, 在理解经文主要信息的基础上, 明

白希腊文名词“数”的使用, 有助我们更好体会作

者在经文用词细节上的良苦用心. 而对经文细节

的认知, 也有助我们对经文整体的理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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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仆人”一词的原文 

 

 腓立比书1:1的“仆人”一词, 在希腊原文是 

doulos {G:1401} ( 其希腊文字形或写法是 : 

 ). 下表是希腊文名词 doulos 的词形变化, 

希腊文法上称为“格变式”(declension):   

 

数

式 

语法性  

语法格 

阳性 

masc. 

阴性 

fem. 

单
数

 (
si

n
g
u
la

r)
 

主格 

Nominative 

doulos 

 
doulê 

所有格 

Genitive 

doulou doulês 

间接受格 

Dative 

doulô doulê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doulon doulên 

    

复
数

 (
p
lu

ra
l)

 

主格 

Nominative 

 douloi doulai 

所有格 

Genitive 

doulôn doulôn 

间接受格 

Dative 

doulois doulais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doulous doulas 

  

 对于中文的“仆人”一词, 其

希腊原文 doulos 一字在希腊文却

可变化成上图至少 15 个字(注: “所

有格-复数”的阳性和阴性的词形变

化是一样的 , 都是同样的字   —  

doulôn ), 以清楚明确地表达这名词

所指的是什么. 由此可见, 神选择希

腊文来写新约圣经绝非偶然, 因为透过精确性极高

的希腊文, 神能精确地表达祂的意思, 让人清楚知

道祂在圣经中所要传达的心意. 我们为此感谢神.  

                                                           
72   除了另外注明, 以上这篇文章主要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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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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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Reginald Heber)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6): 
 

圣哉! 圣哉! 圣哉! 
 
 

 启示录 4:8: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

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的说: 圣哉! 圣哉! 圣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提醒我们: “真

正属灵的敬拜或许是我们个人生活和召会生活

最重大的需要之一. 今日常强调的是为基督作见

证, 为基督工作, 但在敬拜祂方面, 我们做得不够. 

敬拜(worship)的意思是‘把神所配得的归于祂’(to 

ascribe worth, 参 启 4:11; 5:12), 意即使用我们一

切所是和我们一切所有的, 来赞美神一切所是(例

如祂是自有永有的神, 是生命的源头等等)和祂一

切所行(例如祂创造和救赎我们). 天堂是敬拜的

地方, 神的子民要敬拜祂, 直到永永远远. 因此, 

我们现在就该好好练习敬拜.”73  

 

诚然, 敬拜是基督徒在天上永远的职责 , 

也是我们在地上就该经常操练的重要事务. 有不

少诗歌能帮助我们敬拜

神, 其中一首就是《圣哉! 

圣 哉 ! 圣 哉 ! 》 (Holy, 

Holy, Holy). 这首诗歌的

作者是个英国人, 名叫雷

金纳德 · 希伯 (Reginald 

Heber, 1783-1826). 

 

 论到这位牛津大

学的学者与诗人, 现任台

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

的施以诺博士写道: “优

秀的他生长在 19 世纪末英国的一个书香世家, 

那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成长环境, 他的兄长甚

至还拥有一座藏书 15 万册的私人图书馆. 在家

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 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写文

                                                           
73   W.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 2): Eph - Rev (Illinois : Victor Books, 1989), 第 581 页. 

章, 而所写的文章也曾多次在学校里获奖.” 他在

牛津大学读书时, 也曾得过诗奖. 

 

除了才学出众, 希伯似乎天生就有一个好

心肠, 自幼就无私助人. 施以诺指出, 希伯从小看

到有需要的人, 就会掏钱出来帮助他们. 据说, 在

他小时候上学途中, 家人必须把他的口袋先缝起

来, 等到了学校才由老师打开, 否则这个孩子会

在一路上, 把钱全分给他所看到、认为有需要的

人, 结果把身上的钱全数分光.  

 

施以诺评述道: “希伯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这让我想起心理学大师雅罗姆(或译“雅洛姆”, 

Irvin D. Yalom)曾提出一种疗效因子  —  ‘利他主

义’(altruism), 意即‘帮助他人, 能使自己快乐’, 这

是改善情绪很有效的方式.” 

 

希伯大学毕业后 , 在他的故乡什罗普郡

(Shropshire)的霍德尼特(Hodnet)担任圣公会的教

区牧师(Rector)长达 16 年. 他密切联系信徒群众, 

广交社会人士, 名声甚好. 他还惦念着福音门户

尚未开放的印度, 甚至夜间常梦见自己去印度传

道. 1823 年, 他多年的宿愿达到了, 他被任命为印

度加尔各答主教(Bishop of Calcutta), 管理全印度

教会事务, 并在印度建立第一座神学院, 培训当

地教牧人员.  

 

那 时

环境非常艰

难 , 酷热的

气候很令人

难堪 , 加上

当时是从未

听过福音的

地方. 希伯每天辛苦地, 不厌其烦地对人宣传福

音, 经 3 年时间, 引领多人悔改信主. 1826 年 4 月

3 日, 他在一处领礼拜, 因人数众多, 只能站在院

内炎热的阳光下讲道, 礼拜完毕返舍洗澡, 很久

未出来, 待人破门而入时, 他已离世归回天家, 享

年仅 42 岁. 他的英年早逝, 令许多人深感惋惜. 

 

因着他从小喜欢写诗, 所以离世后留下不

少诗句, 并被人改编成圣诗. 1827 年, 希伯的妻子

和朋友收集了他的诗歌共 57 首, 在伦敦出版.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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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教会(圣公会)所出版的第一本赞美诗集, 

得到了广泛的赞扬, 其中最有名的一首, 便是大

家所熟悉的经典名曲  —  《圣哉! 圣哉! 圣哉!》

(Holy, Holy, Holy). 约翰·戴克斯 (John Bacchus 

Dykes)74于 1861 年依词作曲后, 这首诗歌显得极

为庄严, 却让人听了格外平静安稳:  

  

1. 圣哉! 圣哉! 圣哉! 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众歌颂, 欢声直达天庭; 

圣哉! 圣哉! 圣哉! 全能、洪恩无改, 

伟大三一神, 父、子与圣灵! 

 

2. 圣哉! 圣哉! 圣哉! 圣徒皆敬拜, 

共免金冠, 簇拥在座前玻璃海; 

千万天军俯伏, 同声颂扬上主, 

昔在而今在, 永在万万代! 

 

3. 圣哉! 圣哉! 圣哉! 主隐密云里, 

罪人不能仰视 庄严赫赫荣光; 

唯主至圣无极! 谁堪与主相比? 

威、仁、圣完备, 宇宙大君王! 

 

4. 圣哉! 圣哉! 圣哉! 全能大主宰! 

天、地、沧海、万有同颂扬主圣名; 

圣哉! 圣哉! 圣哉! 全能、洪恩无改, 

伟大三一神, 父、子与圣灵! 75 

 

这首《圣哉! 圣哉! 圣哉!》取材于 启 4:8: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

们昼夜不住的说: 圣哉! 圣哉! 圣哉! 主神是昔

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也参 赛 6:3)76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三个“圣哉”, 可暗喻三一神  —  

圣父、圣子、圣灵! 华克亚(Norman Walker)则提

出 , 三重之圣哉意即 “超越圣经的圣洁 ”(holy 

exceeding holy). “圣哉”基本的意思是“分别”, 表

示神是与一切被造之物迥然不同的一位, 皆因祂

                                                           
74   戴克斯(John B. Dykes)在大学毕业后(1847 年)任圣

公会牧师, 兼任唱诗班指挥, 后于英国达累姆大学获音乐博

士学位. 他听说编辑《古今圣诗》的消息后, 即投搞七首, 

全被采用. 《古今圣诗》1875 年再版时, 他的曲谱被选用

的多达 60 首. 他的圣诗乐谱被各教派人士争相采用, 有的

成为很流行的曲调; www.sohu.com/a/166577744_674619 . 
75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10 首. 
76   赛 6:1-3: “…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 … 彼此呼喊说: 

圣哉! 圣哉! 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 祂的荣光充满全地.” 

是完全圣洁, 且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更是

“全能者”.77    

 

启示录 4:8-11 和 5:8-14 都在描述天上敬

拜的情景; 前者强调神是创造主, 后者则着重神

是救赎主, 焦点都在神身上. 这与今天所谓的“敬

拜聚会”(或称“崇拜”)有何等大的差别! 难怪威瑟

林顿(Ben Witherington III)要如此写道: 

 

敬拜是由神主导的. 敬拜聚会不应过分由

人所主导的事件占据, 以致变成不是以神

为中心. 假如认真研究启示录的敬拜模式, 

就会发现当今的敬拜所面对的问题可获

矫正. 例如约翰向负责解释的天使下拜, 

就受到谴责; 然而, 今天我们容许在敬拜

时为台上的人鼓掌, 仿佛这些音乐事奉者

的弹奏是为了娱乐会众, 而不是为神. 这

是受到误导的赞美, 因为我们是敬拜神, 

不是敬拜自己或自己的才能.78 

 

这首《圣哉! 圣哉! 圣哉!》显然是一首伟

大、庄严、雄壮、优美的颂歌, 蕴藏着极神圣而

宏伟的气势 , 曾被英国著名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79喻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诗歌”! 施以诺博士写道: “一个人的作品, 竟能被

后人喻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 无疑地, 这位希

伯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 但他并不是好竞争、

算计的人; 他只是用一颗很单纯的心, 及善用上

帝赋予他的恩赐, 来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80 

深愿我们也能如此.    

 

                                                           
77   张永信著, 《启示录注释》(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2008 年增订版), 第 108 页. 
78   威瑟林顿著, 陈又华译,《还看启示录》(香港九龙: 

明道社有限公司, 2007 年), 第 145 页. 
79   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也称“第

一代丁尼生男爵”(1st Baron Tennyson)或“丁尼生勋爵”(the 

Lord Tennyson), 是英国著名的诗人之一.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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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38 页. 也

参 www.sohu.com/a/166577744_674619 (圣诗史话: 圣哉! 

圣哉! 圣哉!); https://allpoetry.com/Reginald-Heber (注: 此网

页有更多关于希伯年轻时在作诗方面的杰出表现及他事奉

的资料); https://victorianweb.org/religion/hymns/heber.html ;  

https://songsandhymns.org/people/detail/reginald-heber ; 以及

本文脚注中所引用的参考资料. 

http://www.sohu.com/a/166577744_674619
http://www.sohu.com/a/166577744_674619
https://allpoetry.com/Reginald-Heber
https://victorianweb.org/religion/hymns/heber.html
https://songsandhymns.org/people/detail/reginald-h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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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斯(Alfred P. Gibbs) 
 

宣道禾场        瓦器 
 

个人布道 (五): 

面对受骗者 

及他们的异端 
 
 

(文接上期)  
 

(J)  面对不同类型的对象 
 

诚如前一篇文章所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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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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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期已

讨论首两种, 就是反对者与怀疑者. 本期让我们

探讨第三种  —  被异端思想蒙骗的人. 

 

 

(J.3) 面对受骗者 (The Deceived)及他们的迷惑

—  异端思想 (The Delusion – The Cults) 

 

(一)  面对受骗者的一些普遍原则 

 

 有成千上万的人已受欺骗, 却想象他们是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由于受到他们的假师傅和那

些宣传谬论的单张书籍所误导, 他们得到鼓励, 

去行在错误中而全然不知. 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

受骗者更愿意与基督徒私下来往, 在他们当中工

作, 以影响他们接受异端思想. 在还未谈论任何

这类异端之前, 让我们先声明一些普遍原则.81  

                                                           
81   下文(J.3)部分主要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65-66, 69-74 页【注: “(一)面对受骗者

1) 要熟悉他独特的信仰 (Belief) 

 我们需要熟悉被异端蒙骗者特定的信仰. 在

这方面, 威廉·尔湾(William C. Irvine)所写的

《揭开异端》(Heresies Exposed)是一本好书. 

另一本现代的经典著作是美国浸信会牧师沃

尔特·马丁(Walter Martin, 1928-1989)所著的

《异端的王国》(Kingdom of the Cults).82  

 中文书籍方面可参: 赖瑞仁著, 《面对异端》

(1997 年第五版)、罗锡为著, 《剖析异端邪

教》(1993 年增订版).83 

 阅读这些书, 你可发现他们的错误教义是什

么, 以及他们如何错误地引用圣经来支持他

们的谬论. 除非你了解他们的信仰, 否则你将

在暗中摸索, 难以防范及有效地揭开错谬.  

  

2) 要记得受骗者诚恳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有些时候, 这些受骗者会热心地与你争斗, 并

预备与你长期战争, 以赢取你去到他们的阵

营(使你归顺他们的异端教义).  

 

3) 别不必要地激怒他们 

 别没有必要地敌对他们, 否则一无所获. 这点

需要灵巧与智慧.  

 

4) 不要与他们进入争吵的深坑 

 我们面对一个试探, 就是大展你的学识和技

巧, 向他全面开炮! 但这将严重破坏你们之间

的关系, 远离你原本要达到的目标(弗 6:17; 

来 4:12-13). 你可能赢了争论, 却输了目标. 

 

5) 要温文有礼 

 即使对方鲁莽无礼, 你也要以礼待之.   

 要牢记以下这两处经文:  

1. 林前 13:4-5: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

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的一些普遍原则”取自第 65-66 页; “(二)要了解受骗者的异

端思想”则是第 69-74 页】. 
82   此书的英文版(Kingdom of the Cults)最初于 1965

年出版, 由浸信会牧师沃尔特·马丁(Walter Martin)所写, 其

销售量到了 1989 年已达 50 万本, 并荣获美国属灵书籍十

大畅销书之一, 被公认为“超过 40 年来在研究主要异端教

派的权威著作”. 此书于 2019 年已更新至第六版.  
83   也可参 李明安所著的《谨防极端、抵挡异端》

(雪兰莪: 马圣出版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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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30 期 (2021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2. 提后 2:24-26: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 只要

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

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

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

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罗.” 

 

6) 要有同情心 

 要设身处地, 要感同身受(尝试以那人的角度

去思考). 想想他的处境. 他可能是在错谬教

义的环境下成长, 错误思想已根深蒂固.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 异端谬论犹如咒语一般, 

会让人着魔, 失去判断力. 故此, 我们要同情

他们, 对他们存怜悯之心. 

 

7) 要有耐心 

 面对这类受骗者不要感到失望和厌烦, 要有

耐心, 如同耕地般要耕得深.  

 撒种到收成需要时间, 切莫心急.  

 加 6:7-9: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

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

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8) 专注正题, 避免离题  

 专注正题别让自己被引入与主题无关的“枝

节问题” (side issues), 例如深入谈论某个特定

异端信仰的优点或功绩, 总要回到圣经. 

 避免把话题集中在名人(personalities)身上 , 

谨记要一直把基督和圣经呈现在他面前.  

 

 

(二)  要了解受骗者的异端思想 

 

由于这些受骗者受到不同的异端所影响, 

若要帮助他们的话, 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异端思想. 

以下简略探讨数个常见的异端, 以及它们那违反

圣经的教义和思想. 

 

(1) 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s Witnesses) 

 

“耶和华见证人”(或称: “耶和华见证会”)

否认基督的神性, 认为祂不过是受造之物. 它也

否认基督救赎的丰足价值, 以及祂肉身的复活. 

它还否认神会永远报应(惩罚)那些拒绝基督之人. 

他们认为那些死时还未信主者, 会有一个缓刑期

(probation, 指神暂缓执行审判, 使那人将来还有

得救的可能).  

 

有许多书已指明这异端的错误(注:《家信

文库》和互联网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 读者可

上网查阅). 当面对被耶和华见证人欺骗的受骗者, 

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1) 基督基本和永恒的神

性 (the Essential and 

Eternal Deity of Christ): 

 赛 9:6: “因有一婴孩为

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

我们. … 祂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 

 罗 9:5: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祂是在万

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阿们.” 

 弥 5:2: “伯利恒、以法他啊… 将来必有一位

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 祂

的根源从亘古, 从太初就有.” 

 约 1:1-3: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
神… 万物是借着祂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

样不是借着祂造的.” 

 提前 3:16: “大哉,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也参其他经文: 太 1:23; 西 1:13-18; 来 1:7-10. 
 

2) 基督代死牺牲的永恒价值(the Eternal Value 

of His Substitutionary Sacrifice): 

 来 9:26: “如果这样, 祂从创世以来, 就必多次

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

为祭, 好除掉罪.” 

 彼前 2:24: “祂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

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
活. 因祂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赛 53:5-6: “哪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

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

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

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原文: 所有人)的

罪孽都归在祂身上.” 
 

3) 基督实在的肉身复活
(the Literal Bodily 

Resurrection of Christ): 

 路24:39: “你们看我的

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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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
是有的 (意即“我是有骨有肉的”).”  

 约 2:19-22: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

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但耶稣这话是以祂的
身体为殿. 所以到祂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

想起祂说过这话, 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4) 拒绝基督之人所面对的永远报应(the Eternal 

Character of the Christ Rejector’s Retribution):  

 太 25: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

往永生里去.” 

 约 5:28-29: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 时候

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祂的声音, 就

出来; 行善的, 复活得生; 作恶的, 复活定罪.” 

 启 22:11: “不义的, 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 叫

他仍旧污秽; 为义的, 叫他仍旧为义; 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帖后 1:8-9: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

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
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祂权能的荣光.” 

 也参 路 16:19-31 (有关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启 20:11-15 (所有不信主的死人将复活, 受审, 

然后被扔在火湖里).84  

 
 

(2) 安息日会 (Seventh Day Adventists) 

 

这异端教派有几方面的错误教义, 例如在

基督的代死牺牲方面、基督的无罪人性、基督

徒与摩西律法的关系等等. 安息日会也教导所谓

“灵魂沉睡”(soul sleep)的谬论(指人死后直到他身

体复活这段时间是沉睡不醒、

没有知觉的[unconscious] ).85 

 

与“耶和华见证人”的情

况相同, 我们需要熟悉他们的

错误理论, 以及掌握他们为符

合自己看法而曲解的经文. 坎

赖特(Dudley M. Canright, 1840-

1919)于 1889 年所写的《放弃

                                                           
84   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误教义, 请参《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耶和华见证人二/ .  
85   有关安息日所谓“灵魂沉睡”的错误教义, 请参《家

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四/ . 

安息日会主义》(Seventh Day 

Adventism Renounced), 是一本

清楚揭开安息日会种种谬误的

书之一, 因为作者本身曾是安

息日会里最卓越的教师之一 , 

但在认清安息日会的种种错谬

后(注: 他在安息日会长达 28

年之久), 于 1888 年离开安息

日会而加入浸信会.  

 

 对于他们, 我们所需强调的圣经教导是: 

1) 基督徒对律法而言已是死了(所以不必遵守

律法, 包括守安息日): 基督已为他们代死(罗
7:1-4; 10:3-9). 

2) 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 耶稣基督已终止了律

法时代(林后 3:6-11). 

3) 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了: 恩典(而非律法)是

管理基督徒生活的规则(加 2:16-3:13). 加拉

太书(并其中的教义)是给“安息日会”狠狠的

一击(因它清楚斥责“靠守律法称义”的错误). 

4) 律法的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之间的记号: 查

考 出 31:13-17. 请留意, “安息日”并非属基督

徒当守的节日(西 2:16: “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

们”). 十诫中的每一条诫命都在新约中重提

(并要求信徒遵守它们), 除了第四条  —  要

守安息日. 

5) “灵魂沉睡”是不合圣经的: 请带领安息日会

教徒查看 林后 5:1-8; 以及 腓 1:20-23.  

 他们常喜欢引证 传 9:5-10 为根据, 但这本书

是以自然的观点(natural standpoint)  —  人在

“日光之下”  —  来察看人生.  

 传 9:5: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指不知世上的事. 

 传 9:10 的“阴间”(KJV: grave)可译作“坟墓”.   

 安息日会教导说人的灵与身体同“睡”, 但根

据圣经, 人的灵不与身体同“睡”, 路 23:43-

46、徒 7:59 都表明人死后, 灵魂便离开身体. 

 
 

(3) 摩门教 (Mormonism) 

 

首先, 我们必须意识到摩门教有两大组别:  

a)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简称: LDS), 以美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耶和华见证人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四/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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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和他宣称找到的金

叶片(译成《摩门经》) 

国犹他州盐湖城(Salt Lake City, Utah)的摩门

圣殿为总部;  

b) 重 组 后 的 耶 稣 基 督 后 期 圣 徒 教 会
(Reorganized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简称: RLDS), 以美国密苏里州的

独立城(Independence, Missouri)为总部.  

* 大多数你遇见的摩门教徒是属前者.  

 

这异端发展得很快. 他们活跃的传道士大

部分是装扮整齐、具有才智的年轻人; 他们献身

两年时间于摩门教的宣道事工. 摩门教徒强调实

际的善行. 他们在教育、社会、文化和宗教活动

方面有高度的组织性, 以摩门教为中心.  

 

一般摩门教徒

被教导去相信一个经

过粉刷、高度不实的

摩门教历史. 他们的创

办 人 约 瑟 · 史 密 斯

(Joseph Smith)主要的

兴趣看似寻宝. 他荒唐

地宣称有个名为莫洛

尼(或译 : 摩洛尼、摩

罗乃 , Moroni)的天使

于 1823 年, 在他的床

边显现, 并吩咐他去领受神的新启示. 这天使把

所谓“金叶片”(或译”金盘子”, golden plates)的地

点也告诉他. 据说靠着一些神奇的方式(史密斯称

之为“乌陵和土明”), 史密斯把金叶片上的铭文

“翻译”成英文(King James English).86 但这“译文”

含有文法和历史上的错误. 摩门经的文士想尽办

                                                           
86   根据《垦荒真道》的资料: “1823 年史密斯 17 岁

时, 据他自己说有一个天使(也称先知)名叫摩罗乃(Moroni)

向他显现, 称有一些金页的书版(golden plates), 上面记载美

洲古代的历史和 ‘ 全备的永远福音 ’(Fullness of the 

Everlasting Gospel). 摩罗乃指示他这些金版书页埋藏的地

方. 史密斯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山丘上(Cumorah), 发现藏着

金页书版的石盒. 1827 年 史密斯自称靠着摩罗乃给他的二

片神奇乌陵和土明(Urim and Thummim), 即透过这二片镜

片, 他就能看懂金页片上的文字, 开始翻译成英文. 1830 年 

翻译出版, 就是今天的《摩门经》. 同一年就在纽约州费特

市, 建立第一个摩门教会. 史密斯被封为第一长老, 奥利

佛·考得里(Oliver Cowdery)被封为第二长老, 史密斯更被称

为先知, 并开始差派摩门教传教士外出去传道.” 摘自网址: 

https://www.reclaimthetruth.net/Knowwhatyoubelieve/jidujia

oyuyiduan/momenjiao/momenjiaoarticlesintroduction.html . 

法来掩盖此“译文”的种种错误, 使人认为它是属

于更高度发展的时代. 这翻译出来的作品, 被称

为《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 摩门教徒

也加上另外两本书   —  《教义和圣约》

(Doctrine and Covenant)和《无价珍珠》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这三本书被视为与圣经一

样, 都是神所默示的启示.      

 

摩门教宣称圣经预言

《摩门经》的赐下, 此经书

解释了旧约, 而这是神与以

色列所立的新约之一部分 . 

但它在许多方面与圣经的启示有所冲突, 而此书

所谓“伟大的绝种文明”也抵触了现代考古学和人

类学的事实. 《摩门经》明显抄袭(plagiarism)了

《英皇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并含

有一些假预言. 今日的学者一般上相信《摩门

经》是全盘取自斯波尔丁(Solomon Spaulding)的

虚构小说(fiction). 这位退休的牧师常写一些有圣

经风味(以圣经为背景或题材)的虚构故事.  

 

 摩门教的初期历史不仅是吸引人的(天使

显现、找到叶片、得着启示等等), 也是值得反思

的, 因它给我们看到这异端阴暗的起源, 是风雨

飘摇、极不可靠的历史. 由于摩门教提倡异端和

不道德的教义, 特别是鼓吹“多妻制”(polygamy), 

所以摩门教受到强烈的反对. 约瑟·史密斯最后被

人暗杀, 但在这之前, 他已宣称领受 135 条神直

接的启示, 包括领受了设立多妻制的启示.87 

                                                           
87   摩门教的创办人约瑟·史密斯本身提倡“多妻制”. 

据说史密斯后期多过 25 个妻子, 而他的继承人杨百翰后期

最少也有 20 个妻子, 57 个子女. 1844 年, 摩门教产生分裂, 

在一次暴动中, 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暗杀身亡. 以后摩门教

有一段混乱的时期, 几个摩门教领袖相争领导权.  

1852 年, 摩门教实施多妻制. 多妻制的教义在教外

也被传开, 此教义在摩门教内外都被谴责. 1877 年, 杨百翰

去世. 1882 年, 美国禁止一夫多妻制并宣布为重罪. 1890 年, 

第四任摩门教会会长威尔福德·伍德拉夫(Wilford Woodruff)

宣言停止实行多妻制(但没有说是受了神新的启示).  

由于 1890 年正式废除多妻制, 几个较小的摩门教

徒团体与 LDS 教会破裂, 形成了摩门教原教旨主义的多个

教派. 同时, 摩门教教会已成为一夫一妻制, 并通过积极的

传教士计划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国际范围. 据他们教会 2019

年底报导, 其全球会友人数已超过 1650 万. 以上资料摘自: 

https://www.reclaimthetruth.net/Knowwhatyoubelieve/jidujia

oyuyiduan/momenjiao/momenjiaoarticlesintroduction.html . 

https://www.reclaimthetruth.net/Knowwhatyoubelieve/jidujiaoyuyiduan/momenjiao/momenjiaoarticlesintroduction.html
https://www.reclaimthetruth.net/Knowwhatyoubelieve/jidujiaoyuyiduan/momenjiao/momenjiaoarticlesintroduction.html
https://www.reclaimthetruth.net/Knowwhatyoubelieve/jidujiaoyuyiduan/momenjiao/momenjiaoarticlesintroduction.html
https://www.reclaimthetruth.net/Knowwhatyoubelieve/jidujiaoyuyiduan/momenjiao/momenjiaoarticlesint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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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am Young 

 约瑟 ·史密斯死后 , 他的继承人杨百翰

(Brigham Young)把摩门教这异端教派发扬光大. 

杨百翰是个充满魄力的人. 

他把摩门教总部迁至今日

的犹他州(Utah). 在他的带

领下, 上万名摩门教徒迁

至此处, 壮大了摩门教. 杨

百翰以铁腕手段统治此城

超过 30 年. 在他以后的每

个接任的摩门教最高领袖

(或称“主席”, president)都

宣称他们从约瑟·史密斯领受了“无误的使徒统

绪”(infallible apostolic succession).88 【注: 摩门教

宣称约瑟·史密斯在 1829 年从彼得、雅各、约翰

获得“祭司的职分”(priesthood)】. 

 

(a)   错误的“祭司职分” 

 摩门教的教义混合了真理与谬误(他们常

用圣经的名词去美化他们自创的教义). 摩门教宣

称他们的“祭司职分”(priesthood)是神所设立的, 

是接续了亚伦祭司职分和麦基洗德祭司职分. 拥

有这祭司职分的包括了教会的主席(presidents)、

使徒 (apostles) 、大祭司 (high priests) 、长老

(elders)和其他职员, 以及最终包括摩门教所有 12

岁以上的男教徒. 可是按圣经教导, 今日麦基洗

德的祭司职分只属耶稣基督一者, 而祂已废除了

亚伦的祭司职分. 此外, 根据 彼前 2:9-10 和 启

1:4-6, 所有信徒皆祭司! 我们信徒拥有的祭司职

分是属灵的, 不需任何外在的宗教仪式来包装. 

 

(b)   错误的“神论” 

 关于神的教义, 摩门教是属异教的“多神

论”(polytheistic). 神是一位高升的人(exalted man); 

宇宙中有不同的神, 他们创造了属灵子女, 将他

们安置在不同的星球上. 神本身具有血肉之体, 

有骨有肉. 可是这是违反圣经的教导. 圣经清楚

表明神是灵(约 4:24). 简之, 摩门

教的神并非圣经中的真神.  

 

(c)   错误的“圣子论” 

 摩门教也曲解了圣子耶稣

                                                           
88   “使徒统绪”指基督教会的圣职是从耶稣基督的十

二使徒传承开始代代相传, 具有使徒的权柄, 但事实上, “使

徒统绪”不仅没有圣经的根据, 更是违法圣经的教导. 

被童贞女所生的真理. 杨百翰教导说, 耶稣是由

一个会死的母亲(mortal mother)与一个不会死、

复活得荣耀的父亲(immortal… Father). 因此, 摩

门教的主耶稣并非圣经所教导的“童贞女从圣灵

怀孕所生”的神子(太 1:18: “…马利亚就从圣灵怀
了孕.”; 路 1:35: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
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d)   错误的“救赎论” 

 按摩门教的教义, 人得救是要信靠他们的

基督(指那已被摩门教曲解的基督), 再加上浸礼

(baptism)、遵从摩门教的教条(dogma)、行善积

德和遵守神的诫命. 这显然违反了圣经多处经文, 

因圣经清楚教导说人得救“不靠行为”(弗 2:9). 此

外, 摩门教也教导说所有的人至终都会得救, 这

与 太 25:41,46; 启 19:19-21:11 等经文有所冲突.  

 

 有关摩门教的历史、发展、政治影响和错误

教义, 请参谢选骏所编著点评的《摩门教》

(Mormonism)一书; 读者可上网阅读此书.89 

 也参其他揭开摩门教真相的书籍, 如:  

a) 佛洛 .麦克艾文著 , 何菲菲译 , 《摩门教的真

相》(台北: 中国主日学协会, 1997 年二版). 

b) David A. Reed & John R. Farkas, Mormons: 

Answered Verse by Vers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2). 

 
编译者注: 

 

有关异端的错误教义, 以及如何面对或帮

助被异端欺骗的人, 可参《家信文库》里“揭开

真相”专栏的文章. 此专栏有五篇文章论到“耶和

华见证人”, 七篇文章论及“摩门教”, 六篇文章论

到“安息日会”, 另有五篇文章论到韩国的著名异

端“统一教”. “揭开真相”专栏的网址如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6-

03-揭开真相/page/3/ . 

(文接下期) 

                                                           
89  有关谢选骏所著的《摩门教》一书, 其网址如下: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
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

%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

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
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

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

righam%20Young)&f=false .【注: 此链接很长, 但只需点击或复制便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6-03-揭开真相/page/3/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6-03-揭开真相/page/3/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righam%20Young)&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righam%20Young)&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righam%20Young)&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righam%20Young)&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righam%20Young)&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righam%20Young)&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l09EAAAQBAJ&pg=PA350&lpg=PA350&d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Brigham+Young)&source=bl&ots=EifqWbBfp3&sig=ACfU3U3pP9xj-l14cHoGHLKpNZa-HRVy8g&hl=en&sa=X&ved=2ahUKEwi8y-Lm5aX0AhWPxDgGHSvPBNgQ6AF6BAgMEAM#v=onepage&q=%E5%8F%B2%E5%AF%86%E6%96%AF%E6%AD%BB%E5%90%8E%2C%20(Brigham%20Young)&f=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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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 

 

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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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是

有关长老职分的佳作.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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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编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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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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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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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著者序”. 

译此书的英文简洁版  —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按照圣经作长老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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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文接上期) 

 

(B) 按圣经解释长老职分 

 

编译者注: 斯特劳奇把“长老职分”分成五项来阐解: 
 

(一)   从事牧养的领导 (pastoral leadership);  

(二)   分担工作的领导 (shared leadership); 

(三)   合格领袖的领导 (qualified leadership); 

(四)   仆人心态的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五)   男性带领的领导 (male leadership)94 
 

我们在上期讨论了第一和第二项, 本期将讨论第三和

第四项. 本文在这五项的次序上与《按照圣经作长老

小册子》有些不同. 为何作此次序调整, 请参脚注.95 

 

 

(B.3)   合格领袖的领导 (Qualified Leadershi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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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斯特劳奇在书中分成这五大特征来阐明. 
95   编译者注:《按照圣经作长老小册子》的第三项原

是“男性带领的领导”, 第四项是“合格领袖的领导”, 第五项

是“仆人心态的领导”. 由于下一期《家信》的其他专栏会

谈论关于女人的职分和事奉, 所以本期先讨论另两项, 把

“男性带领的领导”改为最后一项, 放在下期才讨论. 

 
 

Alexander Strauch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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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柔米(Jerome, 主后 345-419 年)在公元

394 年写给一位名叫奈波提安(Nepotian)的年轻

长老的信中, 斥责了当时召会里的一种伪善, 即

对教堂建筑的外貌比对召会领袖的精心挑选更

加关心: “现今许多人建造教堂, 这些墙和柱子是

大理石的, 天花板上镶嵌着金子, 祭坛上布满宝

石. 然而, 他们对于挑选基督的牧者(ministers, 可

指教会领袖)却毫不在意.” 

 

今天, 众多的召会(教会)重复类似的错误, 

它们似乎忘记了圣经对于属灵领袖的要求, 并将

“召会在圣经标准(提前 3:10)的光中检验所有领

袖候选人的需要”置之不顾. 

 

  

(I) 对合格的牧养的长老之需求 
 

在急于实行长老制度的召会(教会)最常见

的错误就是指派不合乎圣经标准的人. 由于牧师

总是供不应求, 所以召会总有着允许不合格和没

有准备好的人来担任领袖的诱惑, 然而时间证明

这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合乎圣经的长老体制要

求合乎圣经标准的长老. 

 

新约对于召会领袖那超

乎寻常的关注, 是为了确保长老

和执事是由合适的人选来担任. 

神召会里的职务不是为那些召

会的忠实出席者或资深人士所

预备的“个人性荣誉地位”, 不是

由好朋友、富有的捐资人或具有超凡魅力的个

人所组成的理事会, 也不是只有神学院的毕业生

才能填补的职位. 召会的职务, 即包括长老, 也包

括执事, 是向所有符合“使徒所定下按圣经要求

的人”敞开的, 新约圣经毫不含糊地强调这一点:  

 

*1: 针对有难处的以弗所召会, 保罗坚持一个结

构合理的基督召会必须具有“合格的、得到认可

的长老”(参 提前 3:14-15). 

 

 “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 就是羡慕善工. 这

话是可信的. 作监督的, 必须无可指责, 只作

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自守、端正. 乐

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争竞,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

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或作: 端端庄庄的

使儿女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

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提前 3:1-7) 

 

*2: 保罗同样坚持, 预备成

为长老和执事的人必须按

照一系列的资格接受公开

的试验, 他写道: “这等人也

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

处, 然后叫他们作执事”(提

前 3:10; 也参 提前 5:25-26). 

 

*3: 在指示提多如何在革哩底岛建立召会时, 保

罗提醒提多只能指派在道德和灵性上都合乎资

格的人担任长老. 保罗在一封阐述长老资格的信

里列出一份公开的清单, 来指导地方召会中长老

的选定, 并授权长老来负责召会的事务.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 是要你将没有辨

完的事都辨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

各城设立长老.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作一

个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

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监督

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

躁,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 乐

意接待远人,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 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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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4: 彼得在写给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召会的书信里, 

讲到长老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他劝告长老们牧养

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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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留意到新约圣经中提供有关“作长老

的资格”之教训, 远多过有关长老其它方面的教

训, 这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 此外, 论到教

师和传福音者的资格, 也没有像长老这方面的要

求. 一个人可以在传福音方面有恩赐, 其能力可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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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神使用, 但是他可能不符合长老的资格. 一

个人信主之后立即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但

是圣经说一个初信者不能做长老(提前 1:6).  

 

(II) 牧会长老的资格 
 

当我们谈论长老资格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

这些资格与“牧师”(clergy)的资格是两回事. 然而, 

新约圣经对所谓“职业牧师”(professional clergy)

和“平信徒长老”(lay elders)的标准是没有分别的. 

原因很简单, 在合乎圣经的新约召会里, 并没有

牧师、长老和执事三个不同的职分, 而是只有长

老和执事两种职分【参本文附录一】. 从新约圣

经的观点来看, 一个召会中, 任何一个愿意牧养

神的子民、同时符合神对此职分的要求之人, 都

可以成为牧会的长老(pastor elder).  

 

长老的属灵资格可分为三大类: (a) 道德和

属灵的品格; (b) 能力; (c) 圣灵所赐的动力. 让我

们现在来逐一查考: 

 

(a)   道德和属灵品格 

(Moral and Spiritual Character) 

圣经中大多数的标准都与候选人的道德

和属灵的品质有关 . 其中最重要的资格就是“无

可指责”. “无可指责”的意思由跟在其后的其他品

格来定义. 在保罗所列出的两份长老资格当中, 

第一项具体可见的品德, 都是“只作一个妇人的

丈夫”, 换言之, 一个长老必须在他的婚姻和性生

活方面无可指责. 

 

其它品格方面的资

格, 强调的是长老们的正直

(integrity)、自持自律 (self-

control)以及灵性上的成熟. 

因为长老们管理召会, 所以

他们必须在用钱、饮酒和

牧养权柄的操练上控制自

己. 又因为他们应该是基督

徒生活上的榜样, 所以他们必须在灵里敬虔、公

义、好善、乐于接待人, 并且他们在不信的人面

前, 也必须是道德上无可指责. 牧养工作需要具

有处理人际关系的卓越能力. 牧会的长老们必须

温和、稳重、心理健强、不好争论, 因为容易动

怒和脾气暴躁之人会伤害他人. 所以, 一个长老

绝不可以有独裁的灵, 绝不可以轻易发怒, 好斗

或者固执. 最后, 一个长老不能是初信的基督徒. 

他在灵性上一定要成熟、谦虚, 是经过时间验证

的耶稣基督之门徒. 

 

(b)   能 力 (Abilities) 

在长老资格的列表里面(提前 3:1-7; 多

1:5-9), 有三项要求与长老行事为人的能力有关:  
 

(一) 他必须能够管理好他的家庭 

(二) 能够为他人树立基督徒生活的榜样 

(三) 能够教导和捍卫真道 

 

  (一)   能够管理好他的家庭 

  一个长老必须能够管理自己的家, 圣经说: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

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召会呢?”(提

前 3:4-5). 清教徒们把家比做一个“小召会”(little 

church), 这种观念与圣经中所说的“一个人如果

不能牧养自己的家, 就不能牧养召会这个扩大了

的家”之论点是一致的. 

 

与管理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相比, 管理一

个地方召会更像管理一个家. 一个人或许是一个

成功的企业家, 一个有能力的公务官员, 一个出

色的公司经理, 一个高层的军事领袖, 但是他可

能是一个糟糕的召会长老或者父亲. 因此, 一个

人能够监督好他自己的家, 是他能够监督好神的

家之重要前提. 

 

(二)   能够成为他人跟随的好榜样 

一个长老必须是其它信徒在基督徒生活

上的好榜样, 彼得这样提醒在亚西亚的长老们: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b). 虽然一个人可

以是好的教师和出色的管理人才, 但如果不能成

为别人效法的敬虔模范, 他就不能成为长老. 

 

若要激励和影响神子民的最好方法, 就是

以身作则. 能对他人产生真正永久影响的, 是品

格和行为, 而不是职务地位和头衔(title). 今天, 许

多人渴望看见真基督信仰的真正榜样. 但谁能在

家庭生活、事业工作和召会生活上比长老们更

能提供年复一年、天长日久的榜样呢? 这就是为

什么作为“活生生的基督模仿者”, 长老们按照神

的方式牧养召会是如此重要.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1.php?section=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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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够教导和捍卫真道 

 一个长老必须能够教导并捍卫真道. 一个

人在事业上是否成功、是否有好的口才、是否

知识渊博都不重要, 只有当他能够坚守历史性、

使徒所传的教义(historic, apostolic doctrine), 并且

能够以圣经教义来教导时, 才有资格成为合乎圣

经的长老(徒 20:28; 提前 3:2; 多 1:9).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

训劝化人”(多 1:9). 这说明一个长老必须坚定地

持守正统的、历史的、合乎圣经的教导, 正如一

位释经者所说的那样: “一定不能从喜欢玩弄新

的教义之人当中挑选长老.” 由于地方召会是“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长老在圣经教义上

必须是坚如磐石的柱石, 否则房子必然崩塌. 由

于地方召会也是一小群羊, 行走在凶暴豺狼出没

的危险地带, 只有认得路、看得清豺狼面目的牧

人, 才能把群羊安全地带到目的地. 因此, 掌握纯

正的教义是一个长老必备的特点. 

 

长老必须坚定地持守使徒所传、合乎圣

经的教义, 才“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

辩的人驳倒了”(多 1:9). 这是一项基本的要求. 所

以预备做长老之人需要花多年时间去研读、查

考圣经, 以便能够对圣经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判断

与符合逻辑的讨论, 形成合乎教义的信念, 并拥

有言语的表达能力和教导他人的心愿. 因此, 我

们清楚晓得新约圣经要长老做什么事: 他要以纯

正教义来教导和劝勉召会信徒, 并捍卫真道, 反

对假教师. “理事会长老”(board elders)和“牧养的

长老”(pastor elders)有极大不同. 合乎新约圣经的

长老既是监督, 也是教导纯正圣经教义的教师. 

 

(c)   圣灵所赐的动力 (Spirit-

given Motivation for the Task) 

    作长老的一项显然而又紧要的

资格, 就是自己愿意关爱和照顾神的

子民. 保罗和初期召会的基督徒赞赏

这样的意愿, 而在基督徒当中流行的一句话是: 

“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 就是羡慕善工”(提前 3:1). 

彼得同样强调长老甘心牧养群羊的意愿 (彼前

5:2). 他从个人多年的经验中得知, 人若把在属灵

方面照料群羊(指照顾信徒)视为一项义务而已, 

却心有不甘, 那么他便无法胜任牧养的工作. 不

甘心情愿或者被逼服事的长老们是无法真诚地

照料信徒, 反会变成没有快乐、缺乏耐心、负有

罪恶感、恐惧感和毫无果效的牧者. 把牧养神子

民的任务交托给缺乏意愿和热情之人, 由他们带

领神子民经过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那是一项难

以完成的任务, 因为包含太多问题、危险和要求. 

 

   “带领神的家”的真正意愿, 永远是由圣灵

生出的意愿. 保罗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们, 是圣灵

而不是召会或使徒, 在召会中设立了牧羊群羊的

监督(徒 20:28). 是圣灵呼召他们牧养召会, 感动

他们照顾群羊. 圣灵将牧养的意愿栽植于他们心

里, 赋予他们牧养工作所需的感动和能力, 以及

照顾群羊所需的智能和恰当的恩赐. 长老是神为

完成祂的工作而作出的明智选择. 在神的召会中, 

人的意愿算不了什么, 神的意愿和安排才算数. 

因此, 只有那些蒙圣灵为完成工作而赐下动力与

恩赐之人, 才符合长老的资格. 

 

   由此可见, 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就是一个

由一群合格的牧者领袖所组成的团队. 不合格的

多位长老对于地方召会是没有益处的. 我完全赞

成《一同寻索》(Searching Together)杂志编辑乔

恩·岑斯(Jon Zens)所写的: “没有长老胜于选错长

老.”96 地方召会必须竭尽全力地坚持要求合乎圣

经资格的长老, 即使这样的人需要多年才能长成. 

 

 

(B.4)   仆人心态的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I) 世界(世俗)对基督信仰的影响 
 

正如基督信仰(Christianity)影响罗马帝国, 

希腊罗马(Greco-Roman)的世界也会影响基督信

仰的进程. 论到异教世界(pagan)对初期基督信仰

的影响, 著名教会历史学家兼基督徒宣道学教授

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指

                                                           
96   乔恩·岑斯(Jon Zens)是基督徒杂志《一同寻索》

(Searching Together)的编辑. 此杂志本是浸信会改革评论

(Baptist Reformation Review), 始于 1972 年. 岑斯因大力主

张“新圣约神学”(New Covenant Theology)而闻名【注: 读

《一同寻索》杂志需要明辨是非, 因内中的“新圣约神学”

有许多不合圣经之处, 例如此神学的追随者认为旧约中的

某些应许是给召会(教会)或“精神上的以色列”, 而不是按字

面给实在的以色列民族, 这是犯上“替代神学”的错误】 .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Tit_1.php?section=9#9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15#15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Tit_1.php?section=9#9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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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0.php?section=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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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罗马的权力和治理之观念腐败了初期召会的

组织和生活. 他观察到“召会已被那与福音相违

的理想(ideals)渗透了, 特别是权力的观念和使用, 

这方面与主耶稣的生命和教训, 以及祂的十架和

复活, 是有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拉图雷特继续说

道 , 这对基督信仰而言 , 是近乎灾难性的威胁
(menace).      

 

 

(II) 召会(教会)变得热衷权力和等级 
 

我相信这样说更加准确: 初期召会在观念

和结构上的改变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在所有信仰

中最谦卑的基督信仰(Christianity)竟然堕落到成

为最热衷权力和等级的宗教. 在公元 312 年, 君

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将基督信仰抬高奉为国

教之后, 这个曾被逼迫的信仰变得猛烈逼迫一切

反对的人. 由于追求权力、地位和权势, 结果一

个不合圣经的“牧师和祭司阶级”出现了, 甚至连

罗马皇帝对基督徒召会的发展都可以插上一手. 

新约召会丧失了起初原有的简纯特性. 

 

   但是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在基督教训

的最核心, 看到的原则是彼此为弟兄、彼此相

爱、心存谦卑, 以及仆人心态(servanthood). 不幸

的是, 像许多初期的基督徒一样, 我们难以理解

这些伟大的道德品格, 对它们在召会结构和领导

方面的应用上更为迟钝. 由于爱、谦卑和仆人心

态是真正基督化领导和基督徒内在生活的中心

枢纽, 我们有必要概略地看主在这方面的教导. 

 

 

(III)   服事人的谦卑仆人领袖 
 

长老是仆人领袖, 

不是统治者和独裁者 . 

神不允许祂的子民被自

私自利、自我服务的暴

君所利用 . 长老需要选

择一种服事他人的生活. 

像那成为仆人的基督一样, 长老们必须为别人的

利益而摆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只有成为“爱和

谦卑之仆”的长老, 才能将耶稣基督那无可比拟

的生命(例如为门徒洗脚的榜样, 约 13:12-17), 向

他们的会众和观看他们的世界, 单纯地彰显出来.  

但是, 一群长老也可能成为一个专为自我

服务、专横霸道的领导集团. 彼得因此警告亚细

亚的长老们, 不可滥用领导权力, “也不是辖制所

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 彼得

还鼓励长老们和全会众要像主耶稣自己一样, 以

谦卑束腰(彼前 5:5). 保罗也同样关心此事, 并用

自己的榜样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们. 在使徒行传 20

章 19 节, 保罗述说他如何“凡事谦卑服事主”, 并

且指示他们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服事主. 领袖的地

位潜伏着诱惑, 容易使人高傲, 所以圣经说初信

者不能作长老, “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 恐怕他自

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提前 3:6). 

 

除了以“奴仆的谦

卑心态”牧养信徒之外, 众

长老之间还需要彼此谦卑

相爱. 他们必须能够耐心

地学会同心、妥协、信

服、倾听、赦免、处理不

同意见、接受责备和纠正、认罪、欣赏他人的

智能和见解, 即使那是出于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 

他们还必须能够彼此顺服、相互说恩慈和温柔

的话、容忍他们的同伴、彼此等候、在真理和

爱心中敞开心怀. 有能力、有恩赐的长老不能滥

用他们的恩赐, 像一些有天赋之人所做的那样, 

利用“离开召会”或“带走他们的追随者”为要挟, 

来强行推动他们的主张. 这种自私的行为造成丑

陋的、世俗的权力斗争, 严重破坏全体召会的合

一与和睦. 

 

   无论如何, 长老职分的谦卑仆人(humble-

servant)之特性并不表示缺少权柄. 新约中“神的

管家”、“监督”、“牧者”、“引导的”这些描述长

老的地位和工作的术语表明了权柄和责任. 如果

小亚细亚的长老们没有权柄, 彼得不会警告他们

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作为召会的牧者, 长老

们被赋予带领和保护地方召会的权柄(徒 20:28-

31). 如何使用这一权柄的心态才是关键所在. 

 

长老们要跟从圣经的模式(以基督为榜样), 

不是愚笨地挥动他们的权柄. 他们不能玩弄计策

和权力游戏, 傲慢自大, 拒人于千里之外, 也不能

以为他们不需要向神和其他长老同伴负责. 长老

不能成为权威主义者, 那不符合谦卑仆人的特质.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Pe_5.php?section=3#3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Pe_5.php?section=5#5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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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考保罗和我们的主的榜样时, 我们必

须同意, 合乎圣经的长老不是发号施令, 而是引

导. 真正的长老不是命令他们的弟兄, 而是恳求

他们的弟兄听从神的话. 出于爱, 真正的长老忍

受和承担一切来自难以相处之人们的冲击和问

题, 保护群羊不受伤害; 他们承受别人的误解和

罪果, 使众人能够和睦相处; 他们失去睡眠使别

人得享安息; 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在时间和精

力方面付上极大的代价; 他们把自己视为在权柄

之下受管制的人; 他们依赖神的智慧和帮助, 不

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 他们面对假教师的猛烈

攻击; 他们保护全群在基督里的自由, 鼓励圣徒

善用恩赐得以成长、日益成熟、彼此服事. 

 

总而言之, 借用保罗

“伟大之爱的篇章”里面的

话, 我们可以说一位仆人长

老“是恒久忍耐... 有恩慈... 

不嫉妒...; (一位仆人长老)

不自夸... 不张狂、不作害

羞的事 ... 不求自己的益

处...; (一位仆人长老)不轻

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

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一位仆人长老)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林前 13:4-7).97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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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有关“牧师”、长老、监督和牧者 

 

“Pastor”(牧师, 弗 4:11)原文是 poimên . 这希

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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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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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描述同一个作长老的人: 

                                                           
97   上 文 编 译 自  Alexander Strauch,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Littleton, CO: Lewis & Roth Publishers, 

1997), 第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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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雄在这一部分翻译得好, 故上文只进行少许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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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无论如何, 当上文英

文版的“pastor”一词是指宗派牧师制度下的“牧师”, 我

们就将它译作“牧师”一词, 以方便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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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再思“合格领袖的领导” 
 

   作长老的是否一定要读神学? 一定要有学位? 斯

特劳奇在《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有段中肯的话如下: 

 

如果地方召会尽到了“教导使徒教训”(徒 2:42)

的学校之功用, 预备做长老的人就能够借着有恩赐的

教师所教导的来学习神的话. 圣经说地方召会是“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以及“神的家”(提前 3:15). 保罗吩咐

提摩太“你要以宣读, 劝勉, 教导为念”(提前 4:13). 提

摩太也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 2:2b).  

 

更进一步地说, 地方召会不仅是学习圣经的场

所, 也是“学习牧养人群所需之技能”的最佳之处. 长

老们正是在地方召会里学习如何把神的书(指圣经的

教导)应用于实际生活. 因此, 地方召会是神的学校, 

栽培神的子民灵性成长和学习圣经(徒 2:42; 11:26).  
 

一个未来的长老是通过不

断研读圣经和圣灵的工作来学习

神伟大的真理(林前 2:10-15; 帖前

4:9; 约壹 2:27). 没有什么东西可

以代替个人研读和默想圣经而有

规律地、持续不断地接触神. 除了

研读圣经之外, 一个成长中的基督

徒还要阅读由敬畏神的教师们所

写成的纯正教义之读物.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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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i_3.php?section=15#15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4.php?section=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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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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悲哀的是, 许多召会在圣经和教义方面的

认真教导和训练上缺少“异象”(指神所赐的属灵眼光). 

有一些召会则没有训练领袖的资源, 仅仅维持聚会而

苦苦挣扎. 但是, 那些心思里认真的信徒所渴望的, 是

深入的圣经教导,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学校和神学院总

是供不应求. 虽然那些“怀疑圣经权威”和“为了迎合

时代精神而重新解释圣经”的神学院问题多多, 但是

一个良好的、相信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学校, 却可以提

供杰出且有深度、在圣经真道上的训练. 

 

然而, 我必须警告许多宗派, 并反对任意的要

求牧者, 逼使他们先拿到一个硕士学位, 然后才被允

许以召会牧师的身份来服事. 神没有把专

业的高等学位作为属灵领袖的一项标准. 

当我们要求牧者具有正式学术的标准时, 

就把召会管理“职业化”了. 并且, 在实际

上创造出一个在长老之外的牧师职位. 神

没有给我们权柄设立学位的标准. 

 

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和我们的老师

耶稣基督没有在拉比学校受过正规训练, 

虽然那时祂可以获得这样的训练, 并且会

非常受人尊敬. 尽管主耶稣缺少学校正规

的宗教训练, 但祂在圣经上接受了卓越非

凡的教导. 作为一个常人, 主耶稣的知识和教导使众

人如此吃惊, 以致他们议论道: “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

么明白书呢?”(约 7:15b). 他们从主耶稣亲密的门徒那

里, 也观察到同样情况: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

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希奇, 认明他们是

跟过耶稣的”(徒 4:13). 

 

   不幸的, 今天许多基督徒过份依赖圣职人员

(以及神学院), 导致他们无法想象没有受过正规神学

训练和随之而来的神学学位的信徒, 竟然能够懂得并

且有效地教导圣经. 我们必须记得, 虽然世界的事业

和学术上需要学位, 但是神家里的事奉却不需要. 基

督借着圣灵教导了一些没有念过神学的人, 他们在祂

的话语中领受教导, 具备了神所设立的标准, 来带领

和教导神的百姓(注: 英美许多主仆正是如此).99  

 

 

附录三:   再思“仆人心态的领导” 
 

斯特劳奇在《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中指出, 

“我们的主多次讲解爱心和谦卑, 也提醒门徒要做仆

人, 这就教了我们三样重要的功课.” 这三样功课如下: 

                                                           
99   附录二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四章: 合格的领袖”中的资料. 

第一, 神恨恶骄傲. 骄傲是神特别恨恶的七样

罪的第一个(箴 6:16-19). 箴言里说“凡心里骄傲的, 为

耶和华所憎恶”(箴 16:5a); 又说: “骄傲来, 羞耻也来. 

谦逊人却有智能”(箴 11:2). 雅各在他的书信中也有类

似的响应: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雅

4:6). 神极其痛恨骄傲, 他让保罗的肉身长了一根刺, 

使他不敢高举自己而依赖他的创造主(林后 12:7-10).   

 

骄傲的一个可怕之处是它的欺骗性; 我们也许

以为在服事神和其它人, 但事实上, 却是在服事我们

自己. 斯科特(John Scott)说得完全正确: “毫无疑问, 

骄傲是传道人最主要的威胁.” 骄傲的召会领袖是耶

稣基督福音的难处(以及拦阻), 是魔鬼的

主要目标, 而且不论他自己以为多有恩赐

和多么重要, 他不配做神子民的领袖.   

 

第二, 基督持续不断的教导爱和谦

卑仆人的心志, 这就表明一个事实: 要人

们理解和实行这一原则是何等困难. 骄傲

和自私一直竭力盘踞和欺骗人心. 可悲的

是, 许多基督徒比较适应“彼拉多”(Pontius 

Pilate)那种具有名气、铁腕和独裁统治的

领导方式, 胜过主耶稣谦卑仆人式的领导. 

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以往 2000 年的历史

说明, 我们对基督教导之精髓的理解进步甚微. 许多

宗派的秽事 、丑恶的权力之争、受伤的疼痛感、可

怜的嫉妒心, 仍存在于我们的召会和我们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中, 原因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思想和行为是被骄

傲和自私搅动起来的. 召会的领袖们若不明白基督所

教导关于谦卑、爱心以及作仆人的心态, 那就注定会

发生纷争与分裂的悲剧. 

 

   第三, 我们主的反复教导表明谦卑、为仆和爱

心是基督召会的基本

特性. 它们彰显基督

的心思和品质: “你们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

心, 祂... 反倒虚己, 取

了奴仆的形像...” (腓

2:5, 7, 8). 早期的地方

召会是一个“众仆人

的团体”, 以基督的爱

为标志. 因此, 基督徒

的领袖必须是“愿意

为仆”的领袖, 而不是“属世不洁”的大人物.100  

                                                           
100   附录三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五章: 仆人领袖”中的资料.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4.php?section=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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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东 

话题论坛                           何晓东-  

工人荒 
的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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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何晓东在此书的前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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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今天教会中的错误观念 

 

(D.1)   认为基督救恩也是宗教的一种 
 

我们从第一章里(参上一期的《家信》)可

以看见, 过去和今天圣品制、职业制、僧侣制、

志趣制、英雄制等等弊病, 多半是由于信徒们对

基督的救恩, 观念不够清楚. 在他们的观念中, 救

恩真理也和其他宗教一样, 不过只是其中的一种. 

如果救恩真理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宗教当中的一

种的话, 那么就是说: 救恩就很多, 所谓条条大道

                                                           
101   “教会”一词的希腊原文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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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罗马, 即使不信耶稣基督, 信佛、信穆罕默德, 

也一样能得救的. 但是圣经当中明明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救主, 就是神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除了

祂以外, 别无拯救(徒 4:12).  

 

宗教只是劝人为善, 并不能救人, 人类自

开宗以来就有了宗教, 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宗教不

外乎几百种之多. 野蛮人有宗教, 文明人也有宗

教, 宗教的行动是表明人对神的渴慕, 用自己的

办法去取悦神和敬拜神. 他们把他们自己想象出

来的神的形像, 造成了偶像来拜. 他们建造一个

特别的建筑物, 认为神就住在这所建筑物里面. 

他们向神明烧香、献祭、祈祷, 求平安和福利, 

并且还有一班特殊的人物, 如祭司一类, 作为人

与神明之间的媒介. 这就是宗教的情形. 

 

 然而, 基督的救恩是神来寻找人, 神从天

上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 寻找人(参 约 1:1-29), 神

要住在人的心里. 主耶稣是唯一的赎罪羔羊, 祂

的宝血只一次(意指“只流一次”), 就洗净了我们

的罪, 使我们都成为父神的儿女. 我们的地位都

是祭司的地位, 所有的信徒都是特殊阶级的人物, 

一律平等; 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林前 3:16). 

 

 过去和今天仍然有不少信徒们头脑里面

充满了宗教的观念, 他们把礼拜堂当作是神的殿, 

去礼拜堂做礼拜, 就是去圣殿里敬拜神, 礼拜堂

的作用无形之中就和庙宇差不多. 有些礼拜堂在

正式礼拜以前要唱“主在圣殿中”的诗歌. 你看庙

宇和寺院的建筑有它的特殊样式, 回教寺院(回教

堂)也有它特殊样式, 同样地, 礼拜堂也一样有它

特殊的样式, 尖顶子、十字架标记, 牧师成为特

殊事奉的人物. 佛教庙里有和尚, 天主教堂里有

神甫、修女, 同样地基督教礼拜堂里有牧师. 虽

然今天有不少神所重用的工人, 有牧师的名称却

不以自己为特别阶级人物, 然而无论如何, 这种

制度存在, 都给人一个阶级的观念, 别人还是把

你另眼相看的啊. 

 

圣经上告诉我们: 教会乃是信徒们在一起, 

交通(彼此相交)、祈祷、读经、敬拜和赞美, 神

就住在信徒们的中间. 重心乃是人, 不是地方, 也

不是建筑物. 原文“教会”的意义, 乃是神从世界中

召出一班人(指“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原初的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8 

   

《家信》: 第 130 期 (2021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教会聚会地方是在家里、河边、圣殿中、所罗

门走廊下. 所以聚会地方算不了什么, 主要的乃

是聚会的这一班人, 是否真是神由世界当中选召

出来的? 如果是的, 神就居住在这些人中间.  

 

  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 信徒们都是肢体之

一, 所以只有功用上的不同, 不应当再有像祭司

这一类的人(指特殊阶级的一群人). 所以在这一

点上和宗教完全不同; 所以基督救恩不是宗教, 

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如果我们仍然是以宗教

眼光来看救恩真理, 就等于以“旧皮袋”来装新酒

(太 9:17; 可 2:22), 毛病都出来了!   

 

(D.2)   不清楚基督徒的身份 
  

如果以宗教的眼光来看基督救恩, 那么作

一个基督徒很简单. 在宗教当中的确是有“平信

徒”和宗教“特别阶级”人物之分, 如僧侣、祭司、

神甫和主教等人, 人数很少. 但是他们有权柄及

专门的职务, 包办一切宗教上的事情, 平信徒的

责任是只要守教规、节期、参加礼拜、捐几个

钱就行了. 所以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的看法, 

一切教会事工都有牧师、长老和执事们负责, 我

们只要到时候去做做礼拜, 丢一些钱在奉献袋(或

投一些钱在奉献箱)里就行了. 如果教会里没有牧

师, 就得想办法去“聘请”, 好像如果一个教会请不

到牧师, 或请不起牧师, 这教会就永远是不完全

的, 甚至于建立不起来的.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

人, 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 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

的职分, 也都有祭司的责任.102 什么是祭司的责

任呢? 就是进入圣殿朝见神 , 把人的重担、困

难、问题等等都带到神那里去, 并不是单单牧师

才有祭司的职分和责任, 新约圣经当中从来没有

说到牧师是代替旧约的祭司. 即便是监督, 他的

责任也只是在管理教会.103 所以如果在这几点, 

我们都没有做到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失了职的祭

司. 今天工人荒的原因, 是失职的祭司太多了!  

 

                                                           
102   有关“所有信徒皆祭司”(彼前 2:5.9; 启 1:6),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标记七/. 
103   有关“监督或长老”(徒 20:17,28; 多 1:5,7),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标记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标记四/. 

(D.3)   瘫痪了的教会 
  

如果一个人身上只有头在活动, 其他肢体

都认为只要有头在活动就够了, 手脚都可以不必

动,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瘫子. 今天教会里的

情形也是一样, 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在牧师、长

老、执事的身上, 信徒们自己不做工.  

 

 保罗在 林前 12:28 告诉我们: “神在教会

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异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

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104 神的工人并不是从

外面请来的, 乃是出于教会里面信徒中间. 神在

教会中设立使徒、先

知、教师等 .105  在以

弗所书第 2 章也这样

说(参 弗 2:20). 圣经上

并没有说 : 神在神学

院、圣经学院里设立

这些工人 , 分派到各

教会里去; 也没有说: 

神在教会里特别选出几个人来作工人, 乃是说神

在教会里设立的, 你也是, 我也是, 所不同的只是

你得着这样的恩赐和职分, 我所得着的是那样的

恩赐和职分而已. 今天教会可怜到这种地步, 明

明神已经设立了这么多的工人, 然而这些工人竟

不知道他们自己就是工人, 还要到外边去找工人, 

或等候其他差派的工人来!  

 

(D.4)   不渴慕恩赐、不追求恩赐 
 

也许有人要说: 我们这些“平信徒”的真理

亮光不够, 又没有口才, 岂能当工人呢? 话固然是

有理. 但是问题并不是在没有口才、也没有真理

亮光, 乃是在你肯不肯做? 想不想做? 神的工作是

神借着人去做, 不是人本身靠自己的才干去做! 

                                                           
104   “医病”和“说方言”是属于“证据性 /神迹性的恩

赐”(sign gifts), 存在于初期召会, 是过渡性的恩赐. 当圣经

正 典完整后 , 这些证 据性 的恩赐便 停止了 .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三-圣灵的工

作下/ 【参文中附录(2): 说方言的恩赐现今已经停止?】 
105   在新约时代, “神的家”或指“召会/教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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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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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使徒是约翰, 于主后 100 年左右离世).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标记七/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标记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标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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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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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既然设立你成为祂的工人, 如果你不以为自己

是神的工人, 并不把这责任放在肩上, 神是没有

办法来使用你的. 如果你真有这个责任心, 看重

神的工作, 你一定会渴慕那属灵的恩赐, 向神切

切地求. 就是因为没有口才, 没有真理亮光, 所以

才需要你去向神求.  

 

如果一个有口才、有知识的人, 还会肯谦

卑下来向神求恩赐吗? 即使一个有口才、有知识

的信徒, 也必须把这些东西丢在一边, 重新向神

求恩赐和能力. 因为人自己的才干、知识, 有时

候反倒成为神能力的拦阻. 所以不是你有没有口

才和真理亮光, 乃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愿(指愿意成

为神的工人, 竭力追求, 在神所指派的岗位上, 被

神使用).  

 

林前 14:1 告诉我们: 每个信徒都要切慕属

灵的恩赐, 羡慕作先知讲道(林前 14:1), 切切地求

那更大的恩赐(林前 12:31: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

大的恩赐”). 如果每个信徒都向神求恩赐, 请问, 

教会里还会闹工人荒吗? 今天许多信徒不但不求

恩赐, 连一点点做工的心愿都没有, 试问神怎么

能在教会当中设立工人呢! 保罗是一个织帐篷的, 

彼得是一个渔夫, 都没有受过“神学教育”, 他们的

能力和恩赐又是哪里来的呢? 神过去怎样用他们, 

今天同样地也要用你!  

 

(D.5)   太倚赖差会(差传会) 
  

我们很感谢西方国家许许多多神所重用

的传道人, 把福音带到中国及其他各地方. 这些

传道人不辞劳苦, 牺牲自己, 为了救人. 如果没有

他们, 我相信在今天, 我们都还在罪恶当中, 糊涂

过日子, 等候末日的审判.  

 

 但是西方国家来的许多传道人, 同时也有

一点地方没有看清楚, 就是他们所建立的是差会, 

不是地方教会. 按照圣经上使徒行传所记的, 使

徒们到各地方去游行布道(或称: 旅行宣道), 和坚

固各地教会, 他们并没有留一两个人在某某地方

主持那教会的教务,106 并以耶路撒冷或安提阿的

                                                           
106   保罗把提摩太和提多分别留在以弗所和革哩底 , 

不是要他们长久留在那里作当地召会的“牧师”, 而是暂时

教会为“总会”(headquarters, 或作“母会”, mother 

church), 当地教会为“分会”, 由总会管理一切. 他

们完全是把所结成的果子(指信主得救的基督徒)

交给当地教会, 使当地教会不但是在经济上仰望

神, 同样地, 在工人方面也是仰望神.  

 

 如果过去这些西国传道人不做错这一步

的话, 今天世界各地教会也不至于会荒凉到这个

地步, 工人也不至于缺乏了. 那么也许有人要说: 

西国人有钱, 贫穷的地方不靠西国差会在经济上

支持, 怎么站立得起来呢? 但是我们要知道, 神的

供给是不分西国人、中国人, 其他各国人的. 西

国教会的钱也是神供给的, 因为他们有信心、有

爱心. 神既然可以把充足的经费供给西国的教会, 

当然也可以同样地供给其他各地的教会.  

 

工人也是一样 , 

过去我们太依赖差会 , 

什么都是靠差会, 工人

也是靠差会来派. 今天

许多中国礼拜堂里, 牧

师都是外国人, 这一来

我们与神之间就隔了一

个西国的差会, 神的赐福必须要借着西国的差会

才能来到我们信徒中间. 工人的训练也要靠差会

办理的神学院, 也都要出国去镀一镀金不可.  

 

今天若要世界各地教会能独自仰赖神, 差

会工人必须要在工作完成以后, 把它交给当地的

信徒, 也不要留下什么会名, 并且切断一切经济

和行政上的联系, 让神直接来管理, 自己再去其

他地方开荒布道. 我们感谢差会里面的西国传道

人, 也乐意和他们有交通, 但是我们绝对反对他

们长久居留在一个地方, 拦阻了地方教会被建立.  

 

(D.6)   太倚赖神学院 

 

一般的看法, 作传道人或牧师, 就必须要

进神学院, 如果不是在神学院毕业, 就不能被按

立为牧师. 在今天甚至于还有这么一个风气, 不

但是要神学毕业, 而且还要得着神学硕士、博士

学位. 在中国神学院毕业还不够, 还要出洋留学

                                                                                                     
性的逗留, 帮助保罗“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提前 1:3), 

并“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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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神的人一定要读神学,

并考到神学的学位吗？  

(指去到外国深造). 我不否认神学院曾造就过工

人, 但是如果要作传道(指传道人)必须要先受四

年的神学院造就, 试问今天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岂有不闹工人荒之理? 

 

神造就一个工人, 不是单单在头脑知识上, 

还要在生活上、环境上, 神也许把你安置在一个

知识程度落后的地方, 神也许把你安置在一个属

灵水准最低的地方, 连找一个信徒交通都找不着. 

神也有的时候把你安置在一个你所不喜欢的职

业上, 要你忍耐向祂学习. 如果这些人, 个个都要

在神学院里关上四年、六年, 单单追求头脑知识, 

就没有给神一个亲自训练的机会. 圣经里面并没

有神学院这样的制度存在, 因为教会是造就工人

唯一的地方; 因为教会里面有教师、有作先知讲

道, 也使人学道理. 

 

在哥林多前书

第 12 章说: 神在教会

里设立有使徒、先

知、教师等工人, 并

不是由神学院训练出

工人, 分派到各教会

去, 这一点我们必须

要弄清楚. 许多人都以为一进入神学院, 就把一

切全都交给神学院, 把他造成“方的”, 他就永远是

“方的”. 今天大多数的神学院都有它们自己的宗

派背景, 所以训练出来的人也是各宗派的思想. 

如果神的工人必须要经四年神学院训练的话, 那

么像保罗那样的工人, 至少要十年神学教育. 但

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保罗从看见主耶稣向他

显现起, 一直到开始传道, 才只不过几天. 神要用

我们, 祂自然会把所需的一切属灵的知识, 直接

供应我们的(请看哥林多前书第 2 章全章).107  

 

我们可以去神学院研究原文 (如希伯来

文、希腊文), 得着点圣经方面普通知识, 知道点

教会历史等等便可以帮助传道, 但不能以神学院

为造就工人的地方. 教会是造就工人唯一的地方, 

                                                           
107   神可借着圣灵的光照, 用神的道来教导我们, 就像

祂昔日教导我们早期的弟兄们一样. 林前 2:4: “我说的话、

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

证”; 林前 2:10: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

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而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和

一切遭遇, 是神训练我们

的工具. 工人是神亲自设

立的, 不是像哲学、文学

一样, 进学校去学来的. 神

给人属灵的话语, 乃是直

接启示(注: 神的话语[圣经

正典]完整后, 就没有所谓

的“启示”或“默示”, 而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或“光

照”), 灵里的感觉乃是一种直觉, 作神的工作也是

出于直觉(可指圣灵感动人心, 去负责某种工作). 

 

(D.7)   “没有托付”是最好的借口吗? 
  

有者说: “我是很想为神做工啊! 只是没有

托付!” 或者说: “可惜神不用我!” 这些都是不肯

为神做工最好的借口. 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 

神的工作只是几个特别受托付的人做的. 保罗在 

林前 15:58 说: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务要

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为知道你

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保罗并没有这

样说: “蒙召受托付的弟兄们!” 乃是“弟兄们”. “弟

兄们”三个字包括所有一切的信徒, 连姐妹也在

内; 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就是神的工人, 神

早已经把工作交给他了. 圣经当中只有职分、恩

赐上的分别, 没有工人(指圣品阶级的工人)和平

信徒的分别. 因此, 不是你没有神的托付, 也不是

神不用你, 乃是你不肯做而已.  

 

 今天教会中游手好闲的人, “无业游民”, 只

“受”而不“给”的人太多了, 你们教会里没有牧师

(牧者), 你们自己就是工人, 为什么还要到外边去

找工人, 雇用牧师呢? 教会里面信徒们的造就乃

是相互的, 你教, 我学, 我教, 你学; 一边教, 一边

学. 不是只教而不学, 或者是单单学而不教. 神不

把所有的话语都启示一个人, 恐怕他自高自大, 

乃是分开“启示”给各信徒, 让信徒们彼此交通(相

交), 使每人都能得着神所有的话语; 所以不是闹

工人荒, 乃是信徒在闹怠工.  

 

(D.8)   教会里没有事奉的机会 
  

今天的教会和使徒时代的教会相差太远

了, 大多数教会都变成寺院化、庙宇化. 牧师好

比祭司、和尚, 信徒好比来烧香叩头的善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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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教会事工由牧师、长老们包办, 其他信徒没

有参加事奉的机会, 即使想做工的也不能做. 今

天有许多信徒, 有讲道恩赐的、有牧养恩赐的, 

因为在教会里没有机会让他们做工, 所以这样的

恩赐也永远被埋没了. 按照使徒行传所记的, 教

会里的先知、教师、牧师(牧者)都不止是一个人, 

神使用许多人作出口 , 来传扬祂的话语 (林前
14:30).  

 

“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 叫

众人学道理, 叫众人得劝勉”(林前 14:31; 注: 对于

女人方面 , 神借保罗提醒有关女人[姐妹]的职

分).108 可见得单以讲道这件事, 就不是几个人的

事情, 乃是许多人的事情. 一个教会由少数人垄

断, 不给其他信徒做工的机会, 神也无法在这里

面设立工人了. 

 

(D.9)   要好好地安静等候神 
  

此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许多人

都认为替神做工就是只当传道(传道人)、牧师. 

所以有了这个感动, 就去进神学院, 因为只有神

学院毕业, 才能取得牧师和传道人的资格. 他们

没有好好地安静等候一下, 看神给他什么样的恩

赐, 做什么的工人. 工人的种类许多, 传道只不过

是一种, 如果自己既没有讲道的恩赐, 神也没有

设立他做这样的工, 就那么冒冒失失去当传道, 

结果既浪费别人的时间, 也浪费自己的时间.  

 

(D.10)  教会失去作用, 神才兴起其他组织 
 

在这里, 我希望各位神学生、神学院院长

及教授们不要误会, 我决不是有意批评和攻击神

                                                           
108   有关女人讲道方面(林前 14:34-38; 提前 2:12-14),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 4 女

人的职事/ . 

学院制度, 说它不好. 我知道有不少神学院、圣

经学院都是神所设立的, 也造就不少好的传道人. 

因为教会既失去了能力、作用和立场, 不能负起

这样的责任, 神才会兴起其他组织来代替教会的

工作. 但是圣经上所记的, 除了教会以外, 并没有

提到过什么其他的组织. 教会是唯一的集合, 和

训练工人的地方, 保罗和西拉、提摩太、路加, 

并没有组织什么“保罗世界布道团”之类的组织. 

 

但是今天教会到了如此地步, 如果神不再

兴起其他的组织, 可能连福音都不会有人去传, 

少数的教师、传道(传道人)都产生不出来了. 虽

然如此, 我们要知道, 神的心意乃是要教会来承

担一切的工作, 每一个信徒都是工人, 在这一步

没有做到, 神永远是要进行下去的.  

 

 
(E)    如何解决工人荒? 

 

(E.1)   教会不是组织, 乃是家庭 
 

今天许多教会都变成了一个个的组织, 这

也是不合乎圣经的. 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教

会是组织起来的(特指由人按照属世或属人的方

式组织起来), 因为组织乃是人所集合的团体, 一

切都由人来决定, 所以凡是一个组织, 都有人所

定的会章, 由人所选举出来的人来负责. 有普通

会员和负责人之分, 一切会务由组织开会决定, 

而且任何组织都有它的名, 如工商会、同乡会. 

会员有一定的资格, 加入该组织都需填写该组织

所印发的表格.  

 

“家庭”和“组织”就不一样了, 家庭乃是天

然的, 凡是这家庭的一分子, 生来就是一分子. 在

家庭里面, 凡是家庭的一分子, 不是为了什么特

殊利益, 或目的, 才留在这家庭当中的, 乃是因为

骨肉的关系, 天伦之乐, 所以才不分开.109 在家庭

                                                           
109   编者注: 在何晓东的这篇文章中, 原文在此有这么

一段话 : “这家庭中, 一切的事情没有硬性或名义上的规定, 

我们没有见过有哪一个家庭里有家庭会章, 有办事员、清

理员、财务员的名义. 乃是谁自己感觉到自己有这份能力

和义务, 就去做.” 针对这点, 我们必须保持平衡, 一方面不

该把教会过于“组织化”(免得聚会场所的清洁只由那些受

委任的“清理员”负责, 其他信徒则漠不关心, 完全不理), 但

另一方面, 一些重要任务如财政, 也不是人人可当, 或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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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2 

   

《家信》: 第 130 期 (2021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中, 母亲教养子女, 长男、长女帮助母亲治理家

务, 看顾年幼的弟弟妹妹, 都是很自然的. 教会乃

是神的家庭, 神所设立的, 基督是家长, 信徒都是

子女, 凡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人, 都是教会里的

一分子.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他在神家庭里的义

务, 也不需要在名义上来规定, 一切的事务都在

祷告中得圣灵的启示(指示)去做. 如果某某弟兄

善于管理, 又有好名声, 圣灵就感动众弟兄使他

作长老、监督(注: 监督即是长老), 或执事、女执

事. 某某弟兄有作先知讲道的恩赐, 教会就给机

会, 让他多讲. 某弟兄有教导的恩赐, 其他弟兄就

把教导工作交给他负责. 这里面既没有主席, 也

没有干事, 也没有会章, 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基

督的身体, 不是人的组织, 不应该有人所定的会

章、主席和负责人等.  

 

 所以神既然设立了祂的家, 当然也设立了

工人, 因为只要有了家庭, 一定就有治理家庭的

人, 否则, 就是因为家庭里的人太自私、太懒惰. 

今天教会不成其为家庭, 变成了组织、社团、人

为 (人的作为 )

代替了神为(神

的作为), 也是

工人荒的一个

原因 . 如果要

解决工人荒的

问题 , 必须彻

底除灭教会组

织化(注: 这并非表示我们不能安排“圣工表/事工

表”或“工作人员名单”等等, 而是指“不靠着圣灵

的能力和带领, 单靠人的制度和做法去行”, 如同

社团或世俗机构那般的“组织化”). 

 

(E.2)   圣经里面没有按立圣品这件事 
  

牧师必须要有过按立, 才能有“牧师”这个

衔头(或称: 头衔, 即职称), 虽然有许多信徒都口

口声声说: 牧师不是衔头, 尽管他们那么说, 但是

无论如何, 按立这个制度一天存在, “牧师”两个字

即使说它不是一个衔头, 事实上他仍然是一个衔

                                                                                                     
就当的. 处理教会财务者必须是一个具有诚信及美好见证

的信徒, 由召会领袖推荐, 并获得信徒的同意方可. 

头. 就等于博士学位必须要苦修多年, 通过考试, 

由某大学授给(授予), 然后你才可以称他为某某

博士. 某某人, 虽然没有在学校(指大学)里攻读过

博士学位, 但若某大学送他博士学位, 你也一样

可以称他为某某博士. 从来没有哪一个人, 既没

有在学校里攻读博士学位, 也没有某大学送他博

士学位, 即使学问再好, 别人仍然是不能称他为

博士的, 所以“博士”是一个衔头. 

 

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被按立过, 即使传道

多久, 别人称他仍是某某先生, 不会称他为某某

牧师的. 但我们打开全本新约, 都找不出哪里有

按立“牧师”这件事.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有几件事

情是行按手礼的: 一种是犹太人信了主, 彼得按

手在他们头上, 就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徒 8:17). 

另是按手在七个执事头上, 叫他们管理“饭食”(徒

6:6). 在使徒行传第 13 章, 圣灵差遣巴拿巴和保

罗两人出去做工以先, 他们已经是安提阿教会的

工人了, 圣灵也说他们是“先知和教师”(徒 13:1). 

末了就是保罗按手给提摩太施“恩赐”(提后 1:6).  

 

只有旧约(指旧约时代)才有特别的“一班

人承受特别的圣品”, 新约的教会中每个基督徒

都是“圣品”, 没有“俗品”的. 工人既然是神所设立

的, 只有在事奉中显出各人的职分, 所以不应当

加上什么称呼和衔头. 如果牧师可以称呼(指加上

“某某牧师”为称呼或衔头), 那么使徒、先知、教

师、传福音的等等都可以被按立和称呼了. 那么

宋尚节应当称为“传福音的宋尚节”, 葛培理(Billy 

Graham)应当称为“传福音的葛培理”, 再称他们

为“牧师”就错了. 按立制度也是限制工人的一个

主要因素, 如果想要解决工人荒, 按立制度必须

取消.   

 

(E.3)   教会里的“使徒” 
  

现在像保罗、彼得、约翰、雅各, 这样的

使徒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们是作根基的.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和以弗所书第 2 章里所说的

教会里有使徒、先知、教师. 因为彼得、保罗这

些人虽然是不存在了, 但是他们的工作仍然是存

在. 今天工作乃是在根基上面建造, 使徒行传是

圣经唯一没有完成的书, 因为使徒行传的时期(指

召会时代)是一直到主再来为止. 凡是被圣灵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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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时代, 召会(教会)中已没

有“使徒的职分”和“使徒的地

位”, 但仍有“使徒的工作”, 即

主的仆人蒙主差派, 到某地方

传福音建立地方召会, 并坚固

各地方的召会(参 徒 14:21-23; 

16:36,41). 使徒这方面的工作

是个模式(pattern), 是整个召

会时代应该继续进行的工作. 

去各地旅行工作的(指旅行传道的), 都是使徒的

职分(应作: 使者的工作). 但是, 这职分(应作: 工

作)的最大托付是帮助建立地方教会, 或巩固各地

方教会【注: 何晓东这里所谓现今仍存的“使徒

的职分”是指使徒的工作, 即建立和巩固地方教

会, 而非指“使徒的地位”; 但由于“使徒的职分”也

包括行异能 [林后 12:12], 而按圣经教导, 我们肯

定这方面在现今已经停止了, 所以为避免混淆, 

“使徒的职分”应称为“使者的工作”更为恰当】.  

 

他们的工作是在某地传福音, 多人得救以

后, 教会被建立起来, 再帮助这些信徒们在灵里

长大, 从神那里得着了种种恩赐. 工人被设立以

后, 他们就应当马上离开那地方, 再去其他各地

方工作. 至于这个地方教会被建立不久以后, 神

再从这里面兴起几个工人, 差遣他们出去, 到各

地方建立地方教会. 此外, 使徒(即“使者”)另一个

工作, 就是坚固各教会.   

 

 所以他

们自己必须在

道理上要清楚, 

这样才能指导

和解决各教会

在灵里面的种

种问题 , 好像

保罗对加拉太

的众教会一样; 

如果教会在真

理上有什么错

误的地方, 则毫不客气地加以指责, 好像保罗对

哥林多教会一样. 按使徒行传所记载, 各地方教

会不都是使徒们(特指使徒保罗、彼得他们)所建

立的, 也有不少门徒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迫害

信徒 , 他们就分散到其他各地方传福音 , 两个

人、四个人聚集在一起, 奉主的名祷告、查经, 

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 像这样的教会, 有时候

在真理知识方面不够, 就需要其他地方教会差遣

工人来帮助.  

 

 所以今天神的工场上是需要许多到处跑

的工人, 他们最重大的责任, 就是使被建立的地

方教会, 在工人的供应方面直接仰望神, 他们必

须要使当地的信徒有这么一个清楚的概念, 就是

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工人, 应当多多向神求那最

大的恩赐. 并且要有这么一个信心, 就是神既然

建立了这个教会, 同时也设立了工人, 如果这一

步没有做到的话, 地方教会还是没有完全建立起

来. 就像一个人, 全身各肢体都没有生得完全, 他

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人, 只是一个畸形的人. 

 

(E.4)   每一个圣徒都有两种事奉 
  

除了那些责任多一点的工人需要全时间

事奉主以外, 其他的信徒们都各有自己的职业; 

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只要在自己的职业上好好干

就是事奉主. 这是不错, 作一个商人, 应当诚诚实

实地作一个老少无

欺的好商人; 作一个

家庭主妇, 就应当好

好地管理自己的家 , 

这也是事奉神. 但不

是这样就行了, 因为

这只不过是在个人

见证方面的事奉而已; 信徒们还应当有在教会里

面的事奉(教会见证方面的事奉). 因为信徒不单

单是一个人, 他还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 他必

须在教会里面和别的肢体一同配搭, 一起来事奉, 

这两种事奉要同时并行的. 许多人在个人见证上

很能荣耀神, 但是对于教会里的事奉, 则不闻不

问. 也有不少信徒, 在教会里很热心, 但是在自己

的职业上都随随便便,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完全的. 

 

(E.5)   教会要多多得人 
  

许多教会都变成了寺院化、庙宇化、社

团化, 因而工作也就无形中停顿了. 在美国有许

多礼拜堂, 根本就不传福音, 成为礼拜天(星期日)

的公众交际场所. 一个工厂如果不开工, 工人就

要失业;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去多多得人, 信徒

们也就失业了. 教会如果多多得人, 一天天地发

展和扩大, 信徒增加, 工人也增加了, 哪里会有工

人荒呢? 今天所闹的不是工人荒, 乃是工人失业. 

 

(E.6)   不要自己决定工作 
  

如果按着人自己本身所好, 我相信每个信

徒都想当大传道, 因为可以表现自己, 大出风头. 

虽然教会里面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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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是一个人,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 工人有职分上

的不同, 职分恩赐有大有小, 但是将来在主那里

的赏赐, 不是照你的职分大小来定的, 乃是照你

尽责不尽责来定的. 一个小招待员、探访员的赏

赐可能大过一个常常站讲台的大传道. 

 

我们在使徒行

传第 6 章里看见, 使

徒们为了要专心传道, 

所以才拣选了司提

反、伯罗哥罗、尼迦

挪、提门、巴米拿和

尼哥拉等七个人 , 来

管理饭食 . 如果这七

个人都认为管理饭食的事情太小了, 没有比传道

好, 都要当传道, 门徒就要发怨言了. 因为在天天

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徒 6:1-7). 信徒们

不是在自己的工作上、恩赐上得满足, 乃是从主

那里得满足. 所以不论是大事情也好、小事情也

好、传道也好、管理饭食也好、发福音单张也

好、做招待员也好, 只要是出于神的安排, 都应

该甘心乐意去做.    

 

(E.7)   作先知讲道的事 
  

今天在教会里台上讲道的, 多半都是牧师, 

而且只是一个人负责一个教会的讲台, 其他的信

徒只是坐着听. 按照哥林多前书第 14 章所说的, 

神在教会当中不只用一个人来作出口, 传祂的话, 

乃是用许多人. 所以保罗才特别加重语气说: “其

中更要羡慕的, 是作先知讲道”(林前 14:1). 这是

对每一个信徒(指弟兄们)说的话,110 不是对少数

“蒙召献身”的人说的.    

 

 在第 29 节说: 

在聚会中讲道的有两

个人到三个人之多 , 

而且如果等一个人讲

了一半, 另外一个人有了启示, 第一个人就应当

闭口不言, 让别人讲下去. (注: 在保罗写这段经文

                                                           
110   在召会中公开讲道方面, 神借着保罗对女人或姐

妹有进一步的教导(请查考 林前 14:34-38; 提前 2:12-14),请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 4 女人

的职事/ . 

的时候, 新约圣经正典还未完整, 所以神仍赐下

启示, 来显明祂的旨意). 先知讲道乃是造就人、

安慰人、劝勉人, 叫人学道理, 最终目的乃是为

造就教会. 而且作先知讲道不但不只是一个人, 

而且还是普及于信徒中间. 保罗说: “因为你们都

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 叫

众人得劝勉”(林前 14:31).111 

 

(E.8)   讲道和说预言 
 

在哥林多前书中, “讲道”两个字, 底下都附

有 “讲道”或作“预言”下同 的几个小字, 证明讲

道和说预言是一件事情. 预言按圣经的解释, 并

不是算命、占卜等这一类的东西. 主耶稣被钉十

字架虽然是一件过去的事, 但是教会被提, 主耶

稣的再来是将来的事, 这也是信徒们所盼望的; 

所以既然讲到将来的事, 那就是预言了.【编者注: 

按照圣经的教导, “预言”不仅是预告将来的事, 也

包括宣告已知的事, 请参以下脚注】112 

 

(E.9)   属灵的职事是有高低 
 

虽然信徒们在肢体上彼此是平等的, 但是

并不是说因为彼此平等就可以任意而行; 三个人

站在一起, 便能分出高低来, 属灵的职事也是一

样. 在教会当中, 各信徒有各信徒的本分和地位, 

有的负责任大一点, 有的负责任小一点. 而职分

大小之分乃是教会里的秩序, 如眉毛在眼睛上面, 

不能颠倒、不能混乱. 巴拿巴找来保罗, 同建安

提阿教会之时, 保罗是被安排的, 职位最末(徒
13:1).  

 

 巴拿巴

与保罗出去传

道 , 因为恩赐

显出的问题 , 

保罗逐渐领先

                                                           
111   但对于女人或姐妹方面, 保罗接下去有进一步的

教导(林前 14:34-38; 也参 提前 2:12-14), 是我们不可忽略

的,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

4 女人的职事/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保

罗在-提前 212 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 . 
112   有关预言的“预告性”(Foretelling, 预告未知的将来

之事)和“宣告性”(Forth-telling, 宣告已知的过去之事), 请参

《家信文库》“预言望楼”专栏的文章 — 圣经预言简介(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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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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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保罗在-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保罗在-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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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仆何晓东 

(指取了带领的位置), 后来巴拿巴反而在后(注: 

请留意两人名字出现的次序, 先是“巴拿巴和保

罗”, 过后是“保罗和巴拿巴”).113 彼得在众使徒中

居首, 雅各又在耶路撒冷教会中居首, 握属灵的

权柄, 代表圣灵说话, 定规属灵的事(见 使徒行传

第 15 章). 所以教会就像军队一样, 虽然都是保卫

国家的军人, 但是有士兵和长官之分. 所以对于

灵性高的信徒在事工上, 我们是应该顺服他们(注: 

这方面当然是以“不违背圣经”为前提). 顺服并不

是被动的, 乃是自动的; 负责较大, 恩赐较多的信

徒, 自己不能勉强别的信徒来顺服他. 顺服乃是

出于信徒们的自愿, 而且只是在圣工方面.  

 

 

(F)    末了的话 
 

 现在我们归纳

一下 : 今天之所以闹

工人荒 , 乃是因为一

般信徒不明白、不清

楚自己目前的身份. 大多数的信徒仍然把自己看

作一个朝香进庙式的宗教徒, 只要有宗教崇拜仪

式, 守守清规和节日就够了, 事奉神的人只是少

数牧师、传道人、宣教士(宣道士)的事情; 这些

人必须有神特别的呼召.  

 

但基督徒已是

神所呼召的人 , 不必

再呼召了 . 今天你、

我、任何一个人(指基

督徒)都应当被神差遣

去做工(注: “去做工”

不一定是指“去做传

道人”). 圣经上告诉我

们: 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林前 6:20). 神特别

地牺牲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上, 流出宝血, 赎我们的罪,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

是祭司的身份. 我们的身体, 就是神的殿, 所以我

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  

                                                           
113   使徒行传论到巴拿巴和保罗两人时, 先是“巴拿巴

和扫罗(保罗)”(注: 徒 11:30;  12:25;  13:2, 7 皆译为“巴拿巴

和扫罗”), 在 徒 13:43 过后, 主要是“保罗、巴拿巴”(徒

13:43, 50;  15:2, 22)或“保罗和巴拿巴”(徒 13:46;  15:35 ), 除

了 3 次例外提到“巴拿巴、保罗”(徒 14:14)以及“巴拿巴和

保罗”(徒 15:12, 25).  

今天工人缺乏, 我们每个信徒都有责任, 

因为我们都不肯做工, 就等于公司早就请好了一

位工程师, 但是那个工程师迟迟不肯任职. 亲爱

的主内弟兄姐妹们, 你们信主那么久, 你在教会

里的职分(工作)是什么呢? 是否只做做礼拜、听

听道就完了. 你是否渴慕那属灵的恩赐, 而切切

地向神求呢?114 
 

(何晓东, 写于主后 1962 年

11 月 3 日, 美京华盛顿寓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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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作者何晓东简介 

 

 何晓东 (192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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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因听福音受感决志信主.  

 

信主后第二年(1951 年), 何晓东弟兄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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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14   上文编自何晓东所著的《工人荒的问题》 , 参
http://www.found-treasure.org/cht/hht/hht003/pagehht003.htm 

注: 上文编自第三至第五篇, 第一和第二篇已在上期刊登.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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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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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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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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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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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在前八期

的《家信》探讨释经讲道

的第一至第八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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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情况

和列出应用). 现在让我们

进一步讨论第九步骤  —  

结论归纳.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九:   结论归纳 
 

 在一般的大宴会中, 最后上桌的通常是水

果与甜汤(甜品). 在香港, 寿宴会提供“寿桃”包点, 

婚宴则有莲子百合糖水(甜汤), 让出席宴会的人

回味无穷. 讲道要让弟兄姐妹感到如同饱尝灵筵, 

甚至大家都舍不得离开, 日后仍常常回味. 就如

演唱会结束时, 大家一再要求歌手再歌一曲, 最

后离场之时, 歌声仍绕梁三日.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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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若瀚贴切指出, 一篇好的讲道, 必须主

题清晰明确, 引言引人入胜, 大纲平稳全面, 例证

活泼生动, 应用具体实用, 结论强而有力. 一篇讲

道的结论, 在全篇之中有画龙点睛之效, 也是品

味再三, 回味无穷. 

 

为什么我们先讲结论, 稍后才探讨引言? 

因为讲道内容必须先写好, 才可以下结论. 面前

有了全篇信息, 才可以设计引言, 诱发听者的兴

趣, 所以引言是预备讲道的最后步骤.118  

 

 赖若瀚在《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

了有关“归纳整体结论”. 我们在下文将之内容简

略讲解:119  

 

1. 结论是什么 

2. 结论的重要 

3. 结论的种类 

4. 好结论的特征 
 

 

(一) 结论是什么? 
 

赖若瀚指出, 结论是一个肯定的结束. 希

腊与罗马的大演说家, 都用许多时间去准备结论. 

结论可用不同的比方来形容. 

 

(a) 捕鱼收网 

 

结论像捕鱼收网一样. 从前收网用人力, 

现今在较为先进的地区, 已改用机器. 但网要收

得紧, 不可松懈, 不要有漏洞.  

 

正如曾霖芳所说: “打鱼的要学会撒网, 网

抛得远、抛得圆、抛得大, 才算抛得好, 可能收

获会较多. 网没有散开, 圈子小, 收获自然也少. 

所以‘道’要讲得宽广, 顾及广大的听众需要, 效果

也大, 一定比思想狭窄和坚持己见的讲章大不相

同. 可是, 单学会撒网是不够的, 还得学会拉网(指

收网), 否则收获漏失, 岂不可惜? 拉网却不可粗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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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页.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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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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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 Chapell 

心大意, 要小心翼翼, 慢慢拉, 要收得紧, 免得有

漏网之鱼.” 

 

 

(b) 飞机降落 

 

飞机的起飞与降落同样重要. 按统计, 飞

机经常在起飞与降落时失事, 正因为危险, 都会

要求乘客扣好安全带. 

 

 斯托得(John R.W. Stott, 1921-2011)分析说: 

“有些传道人似乎生来就不会给

任何事情下结论, 遑论(更不用

说)给讲章下结论了. 他们兜着

圈子, 像一架没有仪器的飞机, 

在浓雾之日不能降落. 他们的讲

章简直是一出漫无目的之悲剧.” 

 

 传道者也该在开始与结束时多花心思预

备, 免得到时出错, 难以弥补, 特别是在作结论的

时候, 不可像一直兜着圈子、不会降落的飞机!   

 

 

(c) 最后陈词 

 

律师在诉讼案中, 如何能衡量各种证据孰

轻孰重, 然后作出最后陈词, 说服法官和陪审团

而赢得官司呢? 这就取决于律师在这最后陈词中

的敏捷思考、精湛辩才与充分预备.  

 

律师最后陈词的力量实在不可小看. 往往

这短短的一段话, 扭转整个案件的结果. 而真正

能扭转乾坤的, 是经过细心精选的言词, 并善用

情感来表达, 牵动法官与陪审团的理性与感性, 

最后洗脱罪名或讨回公道.  

 

 

(二) 结论的重要 
 

结论是讲道中十分关键的一环. 布莱克伍

德(Andrew Blackwood)在其所著的《讲道法的艺

术》(The Fine Art of Preaching)一书, 第九章的

部分中, 讨论有关“结论”时, 采用的章题是“讲章

最重要的部分”. 他说: “从建筑工程的角度而言, 

讲道的结论就像一座建筑物的房顶, 甚至是一个

尖塔或拱顶”; 房顶、尖塔或拱顶象征整个建构

的高峰, 可说是吸引眼目最重要的部分. 

 

柴培尔(Bryan Chapell)在引述传播学的研

究后, 指出讲道或演说让会众(听众)留下印象的

程度, 由最深到最浅的顺序是: (1) 结论; (2) 引论; 

(3) 例证(特别与引论或结论有关的); (4) 针对性

的应用(特别是会众欣然接受或强烈反对的); (5) 

信息的中心; (6) 发人深省的思想; (7) 大纲中的一

点; (8) 解经的心得等等.120  

 

由此可见结论的重要. 

别人或许依稀记得信息的某

些部分, 但他们却容易记住结

语. 不少讲道者有好的开始, 

在内容讲解上亦有心得, 却在

结束时草率了事. 因此, 留下

了不良印象, 甚或给人头重脚轻的不良感觉.  

 

总括而言, 讲道的结论十分重要, 因为它

有以下几项重要功能. 

 
(a) 总结全篇概念 

 

结论密切配合讲章的主题, 与信息阐述的

观念保持一致. 基本上, 讲章的结论是讲章“起、

承、道、转、合”五步运作中的最后一步.  

 

1) “起”是讲章的引言; 

2) “承”是引言的转接句, 引入讲章的本论与讲解; 

3) “道”是讲章的主体、解经与喻道例证等； 

4) “转”是信息的应用; 

5) “合”是讲章的总结, 鼓励会众回应.  

 

桑斯特(William E. Sangster)有个十分传神

的比喻, 描述讲道不注意结构的情况. 有一个人

要将一幅画挂在墙上, 全家人都要帮忙, 两人扶

着梯子, 一人递锤子, 一人要站在远处看是否挂

得端正. 这一家之主在各方都预备好之后, 拿着

锤子, 爬上梯子, 用手指按在钉子的目标位置, 却

发现另一只手上没有拿钉子. 

                                                           
120   Bryan Chapell, Using Illustrations to Preach with 

Power (Wheaton: Crossway, 1992 年), 第 141-142 页, 转引

自《食经讲道》, 第 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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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Joseph Haydn 

 

“钉子”正是讲道的结论, 是将信息敲进会

众心中的重要工具. 然而, 到了最后才发现没有

钉子, 无从入手, 就真是太迟了. 

 

 

(b) 进入最后冲刺 

 

讲道结论常用的方法, 是用感召力将信息

带入高潮. 正如田径比赛的冲刺时刻, 竞赛的运

动员集中火力, 作出最后一击. 讲道能否给听众

带来影响力, 能否留下深刻印象, 或使信息圆满

收场, 正要看这短短的关键时刻.  

 

著名奥地利音乐家海顿 (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有一首作品“告别交响曲”. 它

的由来很有意思. 当时为王室演奏的乐师, 常常

因为宫廷中冗长的宴会而疲累不堪, 因此, 海顿

刻意写出这首交响曲. 

乐章开始时, 所有乐器

演奏者都参与演出, 音

乐丰富而多变化, 随着

乐曲的进展, 演出者按

照顺序, 一个接一个地

离开, 最后只剩下小提

琴手联合演出的优美

二重奏. 

 

赖若瀚评论道: “我同意要尽心设计有效

的讲道结论, 但讲道结论不应该像‘告别交响曲’, 

因它反高潮, 缺乏力量, 使人预备晚上安眠似的.”  

 

 

(c) 鼓励会众应用 

 

在每篇讲道的最后, 都要力求使讲道内容

不单进入会众的脑袋, 也进入他们的心坎.  

 

在讨论“应用”的篇幅里(参上期《家信》), 

我们曾讨论讲章的“解释”与“应用”二者之间, 应

该是占五五或六四之比. 然而, 作总结时, 应用要

占更重的分量. 讲道最终目标若是改变生命, 那

么讲道的最后冲刺应该朝这方向进发, 将信息作

最后一次重申, 唤起人对神话语的回应.  

 

讲章结束, 就是行动的开始. 有一部关于

主耶稣生平的电影, 用主耶稣在升天前颁布的大

使命作结束, 最后打出的字幕并非“剧终”, 而是

“这正是开始”! 

 

然而, 为什么讲道会有虎头蛇尾的情况出

现呢? 今日有一种“闲云野鹤”般的讲道者, 讲到

哪里算那里, 漫无目的, 带你云游四海, 却不知道

如何结束旅程. 究其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结

论, 又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讲结论, 以致只花时

间预备讲章中的其他内容.  

 

结论既然是讲道极重要的一环, 就必须好

好预备, 要根据讲章的目标去设定落脚之地, 经

过仔细思考来完成. 最好是将结论具体写出, 再

三推敲, 最后以最精简有力的言词定稿.     

 

 

(三) 结论的种类 
 

结论的目的是综合, 将信息串连起来, 作

最后的冲刺, 带给人挑战. 结论可以有下列几种

类别 (注: 共十一种类别):  

 
(a) 重申重点 

 

由于讲道的范围广泛, 所以虽然讲者对内

容及方向了然于心, 但二三十分钟之后, 听者不

一定就能明白. 讲员如同导游一样, 必须回过头

来, 在结论中向团员简单扼要地重述在路途看见

的各个重要景点, 即是借机温习讲道的主旨与大

纲. 结论部分不只是复述重点, 更要有力地再次

带出整篇信息的中心, 说服人遵从主的道.  

 

 例证一: 讲题: “谁主明天”: 结论: “弟兄姐妹, 

我要大家掌握的信息只有四句话: ‘不要为明

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自夸, 谦卑地将明天交托

给主, 尽力活好今天.’ 你愿意因为知道明天掌

握在主的手中, 而接受主的安排, 尽力去处理

你能做的事, 而将你不能做的事交托给主吗?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例证二: 提摩太后书 3:15-17: “弟兄姐妹, 当你

人生的小船遇见风浪迎面扑来的时候, 你会有

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是否装备充足? 当你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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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问题的时候, 你是否先查看圣经? 我恳请

你在平时就好好在圣经真理上装备自己, 因为

圣经是一本能改变生命的奇书  —  它不仅可

以助你得救, 还可以导你向义, 使你完备!” 

 

 

(b) 解决问题 

 

若信息的内容是要解决一条问题、一个

困境或是一种张力(tension, 注: 这里所谓的“张

力”可指某段经文的教导看似与圣经整体教导有

所不同或互有冲突), 在本论中就要一步一步的解

决, 而到结论时, 将答案再次总结并归纳. 

 

如果讲道是以一个问题作开始: “想象你

此后的人生, 就是以乞讨为生的乞丐, 你会怎样

面对呢?” 在结束时, 必须回应这个问题, 让讲章

有个完结. 让信息的结论, 与你的引论连结, 解决

你的引论所带出的问题与张力. 最后的结语可以

是: “让我们都懂得向神乞求, 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可以在引言中叙述一个实例, 即某位

弟兄或姐妹遇见的问题与困难, 述说完之后, 可

以停顿一下, 问会众说: “你若是当事人, 会有什

么反应呢?” 接着, 带出讲章的本论, 分析如何从

神的话语中, 找到应对的良方与策略. 最后, 在结

论中再分享那位弟兄或姐妹实际解决问题的见

证及他/她们所经历的结局, 与理论配合, 坚固激

励人心.  

 

有时候, 我们找不到可以提供的答案, 可

以用神的问题覆盖我们的问题. 但我们告诉神: 

“神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神最终会问我们: “你

愿意相信我吗?” “你愿意把前面的道路交托给我, 

让我为你安排一切吗?” 正如在约伯记第 38 章, 

神用一连串的问题回应约伯. 神的问题正是祂的

解答.  

 

因此, 我们也可以引用神的问题作为结论, 

例如: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遇到人生重要抉择时, 

我们口说信靠主, 把一切交托给主, 却紧紧握着

驾驶盘不放, 硬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 是时候

我们请主坐在我们人生车子的驾驶座上, 把驾驶

盘交给祂, 让祂决定我们的去处, 安排我们前面

的道路. 你愿意相信祂吗?”  

(c) 故事结束 

 

布道家常用讲故事作为信息的结束, 这也

适用于培灵的信息. 当然, 不要为了要讲故事而

这样做, 只有在结论切合信息之处才可以讲. 最

好用真实事例, 因为感染力更强, 且带有应用性. 

  
 

 例证: “群策群力, 应付危难”:  

要说明同心合意去面对挑战, 可以使用下面的

真实事件: 

 

有个家庭住在美国南部一个小镇外的麦田旁

边. 有一天, 作妻子的正在做饭, 她的小孩在旁

边玩耍. 不久, 她惊觉身边没有孩子的声音. 她

发现大门开了, 相信孩子必定是走了出去. 她

马上打电话叫了几个朋友来分头寻找. 但到了

晚上仍找不着. 晚上点灯继续找, 直到天亮.  

 

第二天, 有更多人加入搜寻工作. 有人建议大

家手拉着手, 从麦田这一边横扫到另一边, 仔

细地看清每一寸土地. 用这方法, 真的被他们

找着了. 但可惜的是, 孩子因为在麦田中跌跤, 

撞伤头部而昏迷, 流血太多而死了. 

 

母亲抱着断了气的孩子, 悲从中来, 哭喊着说: 

“若是早一点联手去找, 我的孩子必定不会死.”  

 

面对濒临灭亡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不能手拉着

手, 群策群力去应付危难呢?  

 

 

(d) 活画图像 

 

可以描绘画像, 让听众看见实践信息将要

达到的境界, 或不实践信息所导致的不良后果. 

 

艾德华(Kent Edwards)表示: “可见的画像

会增强实践的意愿. 讲道者要让听众置身于真实

光景中, 以‘体验’应用出神真理的好处. 当听众选

择忽视圣经的信息时, 可以重点式地指出将会发

生怎样的坏事. 重要的是讲道者能把现实的情形

鲜活地描绘在人的眼前. 为了达到目的, 必须选

择描绘可能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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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证: “若你愿意顺服神, 尝试用这个方法回应

神, 你可以想象: 你前面的道路, 将是何等轻松

释放的啊! 反之亦然… ” 

 

 

(e) 引用佳句 

 

许多古今中外的格言, 简单扼要、清楚切

题, 比说一大堆话更有力量. 箴言说: “一句话说

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 25:11). 不过, 

不少外语的佳句或诗词, 翻译成中文, 在文化及

语意上不一定适切. 若是“洋味太重”或是词不达

意, 最好不用. 另一方面, 中国人的诗词, 通常不

能配合属灵的信息, 使用时要小心.  

 

 例证: “我不是我, 你不是你”:  

在讲述腓立比书 2:19-30 的信息时, 可用下列

这段话作结束: “假如我是我, 是因为我生来如

此; 而你是你, 是因为你生来如此; 自然我是我, 

你是你. 可是, 假如因为你而我是我(即我受你

影响), 因为我而你是你(你受我影响); 那么我

不是我, 你也不是你.” 

 

然后强调每个人在生命成长中都需要别

人, 都受别人影响. “我”已经不是独立存在的“我”, 

“你”也不是个别成长的“你”, 借此鼓励弟兄姐妹

在属灵路上塑造对方的生命, 互为影响, 彼此帮

助, 一同成长.  

 

 

(f) 宣讲福音 

 

现代人的文化强调“自我修建”. 然而, 远离

了神, 人没有力量修建自己. 但很多教会的讲坛

依旧注重教导人要做得更好, 以遵守律法的方式

自我“修行”. 这样实在忽略了讲道与世俗的演讲

不同, 讲道是要带出恩典的救赎, 鼓励人行道, 但

不离开耶稣基督与祂被钉十字架; 人要在十架救

恩下悔改, 信靠神, 并支取圣灵的大能. 

 

蔡慈伦将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区别说得十

分清楚. 律法的文化强调一种模式: “如果… 那

么…” (如: “如果你真正爱神, 那么你就不应该恨

你的仇敌.”) 然而, 福音的文化是另一种模式: “因

为… 所以…” (如: “因为神如此地爱我们, 并照我

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 所以我们也当爱我们的仇

敌.”)121 说简单一点, 律法的文化是靠自己: “我

要、我能”; 福音的文化是靠基督: “祂要、祂能”. 

 

 

(g) 挑战发问 

 

讲员可以用一连串的问题向会众挑战, 重

点是基于神的话语, 配合圣灵的感动, 在会众心

中激起催逼感. 发问让会众有自省的机会. 若是

可能, 在结束祈祷之先, 邀请会众用一两分钟默

想, 将信息内化, 进一步反思. 

 

这些问题越实用、越个人化, 那就越好. 

若听众是由不同的群体构成, 可以提出不同的问

题, 让他们都有选择, 不致事不关己.  

 

 例证: “尼希米记第三章”: 

“你是否从尼希米的身上, 

学到了事奉的功课? 学习

与神的百姓感同身受, 学

习祷告、等候, 学习筹划

神的圣工, 学习建造与看

守, 学习同心配搭事奉...”  

 

“庄稼已发白熟透了, 可以收割了, 但你有否求

过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呢? 你祈

祷的时候, 是否也将自己包括在其中呢? 或是

你诸多推辞退让, 只求主差遣别人出去呢?” 

 

“你有没有看清自己事奉的岗位, 明白事奉的

需要, 好好地运用神所给你的恩赐? 你是否愿

意将最好的摆在神的圣工上?” 

 

 

(h) 鼓励决志 

 

在讲道结束时, 不单宣讲福

音及发出挑战, 也可以适时发出呼

吁, 要会众向神立志, 以迎接挑战, 

将生命更推上一层楼. 当如何发出

呼召, 鼓励会众立志呢? 要注意以下几件事情:  

                                                           
121   蔡慈伦著, 《当代基督教讲道学》(台北: 校园出版

社, 2011 年), 第 377 页, 转引自《食经讲道》, 第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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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须配合信息的高潮, 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 

2) 不要煽情, 要情理兼顾. 

3) 要清楚告诉会众你在呼召他们做什么. 若需

多项立志, 要逐一说出, 不要将所有的呼召同

时放在一起. 

4) 带领会众在决志后一同祈祷. 最好预先写出

这段祈祷, 甚至背记其大意. 

 

赖若瀚写道: “呼召之后, 可以请人到台前

祈祷, 千万不可勉强, 令人有压迫感或罪疚感. 因

为我们是呼召人到主面前, 不是到我们面前.122 

 

“当然有一些奋兴是外表的. ‘那些善于修

饰言词的讲者, 在圣灵帮助听者把真理带回去消

化之前, 已经令人情绪高涨, 十分动容. 然而, 他

们的情感也极容易受到牵动而欢欣雀跃, 但转眼

又失丧如同掉下深谷.’  

 

“然而, 千万不能因此

而排除圣灵在这个时代的工

作. 宋尚节博士在中国带领

的复兴, 果实累累. 不少受奋

兴的信徒到了菲律宾或南洋

一带, 他们的热诚仍持久不

退. 若是讲道的目的是要改变生命, 让人作一百

八十度的转变或浪子回头, 那么在讲道最后给会

众一个决志的机会, 是最好的安排.” 

 

 例证一: 赖若瀚写道: “几年前, 我带领一个传

道人特会, 讲‘划下生命完美句号’(提后 4:6-8)

的讲道时, 用保罗最后在罗马被斩首殉道结束. 

当时, 我感到圣灵在会场动工, 但我当时没有

呼召. 结束后, 一位负责同工告诉我, 有不少参

                                                           
122   论到讲道结束时的呼召, 赖若瀚写道: “呼召可以配

合音乐. 我参加过一个非洲裔的讲道会议, 他们的培灵会喜

欢请司琴在结论时用琴音帮助, 营造气氛. 呼召之后, 可以

请人到台前祈祷, 千万不可勉强…”, 引自《食经讲道》, 第

403 页. 然而, 不少属灵前辈或长者也提醒我们, “音乐”可

以激发肉体情绪的冲动, 而不是“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必

须谨慎, 免得“用音乐营造气氛”取代“圣灵的感动”, 导致回

应呼召的人仅是出自情绪的冲动, 音乐停止或过了一段时

间, 此人又“打回原形”, 显出原来的样子. 简之, 从圣经中我

们看见, 圣灵的感动和工作是不需要靠“音乐配合的”, 这点

可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 人并非在“音乐配合下被圣灵感

动或充满”而获得证实.  

加者都受感流泪, 当时若能呼召, 让传道同工

们在神面前再次委身立志, 将会成为他们一生

重要的时刻. 后来, 再讲这篇信息时, 就加上一

些问题, 发出挑战, 并呼召回应:  

 

“… 你愿意学习保罗的生命吗? 他点燃自己的

生命直到最后的一刻, 就像蜡烛燃烧到最后一

滴才悄然止息. 但他生命的榜样与使命, 使历

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人受激励、被感染. 各位弟

兄姐妹, 你愿意效法保罗, 至死忠心吗?” 

 

 

(i) 诗歌领唱 

 

若要用诗歌结束讲道, 最好能与主题配合. 

若由讲道者自己领唱, 是最顺畅自然的, 不然就

列入程序, 请领诗者或同工带领. 选用的诗歌最

好带有宣告、默想或是直接向神祷告的性质. 描

述性或太平淡的诗歌都缺乏方向与力量, 两者都

不适合.  

 

 例证 : 传讲

“不为明天忧

虑”(太 6:24-

34)的信息时, 

选用“我不为明天忧虑”这首诗歌作结束, 带领

会众明白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上有天父看顾, 并

知道主掌管明天, 可把重担都卸给主, 不为明

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 
许多人忙忙碌碌的追求， 
却没有平安喜乐， 
再多忧虑 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 
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 
慈愛的天父会养活它们，它们就不必烦忧， 
我们也当像它们一样， 
把重担都卸給主，我不为明天忧虑， 
天父知道我虽不好，但祂却仍垂顾我， 
祂医治我的创伤，祂同情我的软弱， 
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我不为明天忧虑.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2 

   

《家信》: 第 130 期 (2021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j) 没有结论 

 

飞机从高空急降, 三分钟内, 便从三千多

尺的高空降到地面, 虽然机师的技术高明, 但乘

客一定觉得很不好受. 在会众毫无心理准备的情

况下, 突然终止讲道, 也会给人一种茫然若失的

感觉. 因此, 突然冒出一句“我要讲的都讲完了”或

“时间到了, 我必须结束”, 就立刻下台. 这种情况

都应该避免. 

 

赖若瀚写道: “然而, 经过思考刻意安排的

突发性结束, 能够让人留下意外惊喜的印象, 可

以偶尔为之(指偶尔使用这种方式), 但必须有充

分的准备. 若是出现突发情况, 让讲员无暇作结

论, 立即停止讲道, 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若是圣灵

带领, 可以顺其自然, 以没有结论作为结论, 有时

会带来意外收获.” 

 

 例证: “我要我的太太”: 

贝利(E. K. Bailey)有一次讲彼此饶恕的信息. 

他说: “当时有位与太太面临离婚边缘的丈夫, 

听了很受感动, 坐在前排座位的他大叫着回应

说: ‘我要我的太太!’ 

他不知道妻子就坐

在后面 . 她听见了 , 

心里同样受到感动, 

就向前面走来, 有人

告诉这位先生, 他当

即起身迎向太太. 二

人在礼堂中间相拥

大哭. 全场的人都为他们鼓掌, 有人流泪, 也有

许多对夫妇相互拥抱.” 

 

贝利回忆说, 那时整个会场都充满圣灵的工作, 

他就不必再讲下去了, 免得有反高潮的后果. 

讲道不正是要人有生命的改变吗? 这对夫妇正

好是信息的可贵示范, 将讲员讲的道带到一个

很少人经历过的高潮. 

 

 

(k) 祈祷结束 

 

每次讲道是否必须以祈祷结束呢? 若是可

行,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祈祷能将人带到神面前. 

结束的祈祷不要太神学性, 不要再讲述大道理, 

也不要太长.  

 

在带领大家作祈祷结束之前, 可以用下面

一段转接语: “弟兄姐妹, 你听了这篇讲道, 也许

对主有一些回应, 但不知道怎样说出来. 这样, 你

可以默默地跟着我一同祈祷, 让我的祷告成为你

的祷告. 在祷告中, 若有说中你心里感受的地方, 

你可以说‘阿们’来应和.” [注: 应和指呼应、附和] 

 

 

(四) 好结论的特征 
 

一个好的讲道结论通常会有以下的特征:  

 

(a) 要切题, 不添加材料 

 

结论必须与信息主题内容确切相关, 切忌

在最后阶段加添资料, 好像忽然想起一个解经问

题, 或是一件趣事, 让快要着陆的飞机又再升空, 

譬如说: “噢, 我忽然想起有一点十分重要….” 这

种节外生枝、使人混淆的结论, 让人觉得你的信

息散乱, 缺乏周密的思考与计划. 若是在这时候

忘记了, 就让它消失好了, 万万不要在结论中作

补充. 若是必须添加, 一定要加在本论里. 

 

这种讲道虽然还没有结束, 在会众心中早

已结束了. 虽然飞机一直不降落, 早已有人跳机

逃走了. 厨师知道准时出菜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

在接近散席时才拿出最后几道菜, 食客因归心似

箭而无暇欣赏, 甚至有人早已离席回家. 简之, 总

结要画龙点睛, 不要画蛇添足.   

 

 

(b) 要肯定, 不柔弱飘忽 

 

所谓“肯定”的意思是不含糊、不马虎, 要

带着神的权柄传递最后的忠告. 千万不要说客气

话, 如“这只是在下区区的浅见, 希望大家不吝赐

教”或“我不是这题目的专家…”, “衷心感谢大家

的支持, 耐心听完我的讲道”等. 讲员必须知道自

己是神的代言人, 卑躬道歉只会让人轻看讲台的

职事, 令人生疑甚至想挑战讲员. 若是讲道者对

自己传讲的没有把握, 又如何让人信任信息所指

向的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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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一定是倨傲或刚愎, 谦卑的人也

可以站定其立场的. “肯定”也不等于声量放大, 嗓

门大不等于有力或有理 . 但反过来说 , 有气无

力、声音柔弱, 则不能带出高潮的结论. 

 

 

(c) 要积极, 不灰暗负面 

 

“积极”的意思是要“正面”, 给人有一条可

行的路, 让人有盼望、有前景. 或许在本论中有

一些灰暗的情况, 但到结论的时候, 必须把人带

到光明的路上. 一切灰暗的结论与教导都不具建

设性, 对人无益. 不少旧约诗篇中, 开始时看见诗

人的悲愁, 但到中间或是最后的部分, 都因神的

缘故找到走路. 若是责备罪, 最后当以福音的救

赎带出盼望.  

 

 

(d) 要简短, 不长篇大论 

 

有些好讲章, 到最后不懂得“见好就收”, 给

过长的结论弄坏了. 有些讲道者一开口就不知道

怎样闭口, 上台后就不想下台. 他们欲罢不能, 欲

止又言, 欲休还语. 或许对自己所讲的不太满意, 

要在结论时再讲一次. 最惨的是重头再来, 纠正

之前不如理想的地方. 拖泥带水, 拖拖拉拉地没

完没了, 实在令人厌烦. 

 

另一些传道人, 经常说“最后一点”, 却久久

未能真正讲完最后一点. 这可能是因为组织能力

不足, 或演讲欲强, 不想停止. 即或有内涵的讲道, 

太长也会像狗尾续貂, 甚至画蛇添足. 更何况有

些翻来覆去只是

同样几句话, 没有

内涵 , 了无新意 , 

纯粹在试验和培

养听众的耐心. 

 

 另有一种

寻找“跑道式”的结

论, 讲员在最后仍不知道要在何处降落, 找不到

落脚之地. 其实, 讲道的结论不须作“特技演出”, 

只要顺畅自然就好. 铤而走险, 使听众心慌意乱

又提心吊胆的结论都不可取. 

 

讲道有两个基本法则: “开口要有话要说, 

说完要闭口不言.” 另一种说法是: “要有趣、要

简短、要决断、说停就停.” 结论是讲道的一部

分, 更该简短但不仓促潦草, 以显示其力量. 正如

拉森(或译“拉逊”, David Larson)所说: “好的讲道

是别人回应说: ‘讲员讲完该讲的, 就坐下来.’ 不

好的讲道是: ‘讲员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 他都错

过了.’ ” 

 

不要责怪结论的时间不够, 更不能埋怨教

会给予讲道时间太短, 因为讲道者早该知道讲道

时间有多少, 在未上台之前应预先作全盘的安排, 

才不致接近结束时出现问题. 不做好准备是一种

坏习惯, 讲道时间就算再长, 也会因这种习惯而

落入同样的问题中. 正如惯于迟到的人, 你将约

会时间提早, 他还是会迟到的. 因此, 要预先将结

论写好, 过分“长气”的客座讲员, 下次恐怕不会再

被邀请. 

 

 

(e)  要生动, 不死板老套 

 

结论应该生动、活泼、紧凑、吸引人. 不

要老套, 千篇一律, 陈腔滥调. 不单方式上力求新

颖, 切入点也要创新. 要引

发“讶异的情怀”, 减低“可

预测性”, 因为能让人轻易

猜中的结论, 吸引力自然

大大减弱.  

 

一些习惯性小动作

也要戒除, 如看手表, 合上

圣经, 或是愈讲声音愈低

沉, 都向人预告讲道要结

束了. 也不必直接地告诉会众: “我现在要作结论

了…”, 或“讲了那么久, 我们终于来到结论了.” 

 

 
 

结语 
 

 赖若瀚贴切表示: “一篇好的讲道正如一

顿佳肴 , 分量应该恰到好处 , 能给予视觉、味

觉、嗅觉等多重的享受. 既令人饱足回味, 却也

不会感到太多太腻, 这才会让人引颈期盼下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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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美食(指听闻主道)的机会. 结论在讲道中犹如

飨宴中的甜点, 讲道者若每次都能为一篇信息作

出恰到好处的结论, 让人满足之余, 添加惊喜与

回味, 并对神的道有更深的渴慕, 对下一次聆听

圣言, 也更有期待.”123 

 

 让我们以沈保罗的

一番话作为结束: “论到结

论 , 我认为讲道的结论好

像渔夫撒网打鱼的收网  

—  收得好, 一条鱼都不漏

掉; 收的不好, 可能前功尽

弃 . 讲道的结论不单是所

谓的‘道的总结’, 讲道的结

论乃是与我们讲道的目的与负担有关: 若是呼召

的信息, 结论重点在呼召; 若是灵命造就的信息, 

结论要激发人借着圣灵, 在基督里有追求的决心. 

为此, 讲道的人可用圣经故事, 自己或别人的见

证, 或自己极受感动的故事, 或一首感人的诗歌, 

作我们讲道的结论. 

 

“有时在结论讲了几句话之后, 要全体会

众严肃地在祷告中安静在神面前, 连琴声都不用, 

完全的寂静, 让他们聆听圣灵自己微小的声音. 

有时在我领祷结束时, 要他们不讲话, 安安静静

地走出圣所, 把神话语的感动一直带回住所. … 

总之, 让我用一句名言作这段落的结束: ‘讲道讲

完时, 我们当把会众留在神面前’(Ought to leave 

the audience at the presence of God).”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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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26 

                                                           
123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358 页. 
124   沈保罗著, 《释经讲道回忆录》(香港九龙: 宣道出

版社, 2009 年三版), 第 376-377 页. 
125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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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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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0). 罗宾森的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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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同上引, 第 439 页.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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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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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二十五)-   
 

“喜乐的福地”与 

“归向基督的万民” 
 

 

 
 

(A) “喜乐的福地” 
 

 玛 3:12: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

有福的, 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一般人认为“以马内利之地”(Immanuel’s 

land)是在天堂. 但若简略地察看出现有关“以马

内利之地”的经文(例如 赛 8:8),128 不难发现它并

非指天堂, 而是以色列之地, 就是神应许赐给亚

伯拉罕和祂的后裔之地. 此地现今被外邦人践踏, 

处于荒凉,129 但按神所立的约, 它将被人居住, 并

且一切关于它的预言都将应验.  

 

早在罪入了世界, 整个受造物遭殃时, 大

地就深受其害  —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创 3:17-18); 从那

一刻起, 只有劳碌, 地才有所出产. 然而, 神也保

留了地的多产与美丽, 不仅为了让人享受, 也为

                                                           
128   赛 8:8: “必冲入犹大, 涨溢泛滥, 直到颈项. 以马内

利啊, 他展开翅膀, 遍满你的地.” 
129   神所应许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或现今所谓的“巴

勒斯坦地”)今日在以色列的有效治理下, 许多地区早已不

再“荒凉”, 而是蓬勃发展. 但为何作者说“此地(指迦南地, 

即巴勒斯坦地)… 处于荒凉”? 原来本文作者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于 1917 年归回天家, 而他离世时, 绝大部分巴

勒斯坦的地区都处于荒凉情况, 直到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

色列复国后, 巴勒斯坦地才普遍获得重建和发展. 所以考德

威尔写此篇文章时(肯定在 1917 年以前), 巴勒斯坦地(即迦

南地)确实仍然“处于荒凉”. 我们从中也看到考德威尔以及

许多奉主名聚会(人常误称“弟兄会”)的弟兄们都是在末世

论方面正确解经、也对圣经预言充满信心的人. 他们不凭

眼见, 只凭信心坚信主给以色列的种种预言和诸般应许都

必逐一实现, 而今日处于 21 世纪的我们看回去, 证实他们

的解经是正确的(即神没有永远弃绝以色列, 召会没有取代

以色列, 神至终必成就祂给以色列的诸般应许).  

了讨祂喜悦, 因为“万物是因神所喜悦的旨意被

创造而有的”(启 4:11). 再说, 神也在自然界(包括

大地)中为自己作见证, 正如我们读到保罗所说的,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惠, 

从天降雨, 赏赐丰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

乐”(徒 14:17).  

 

尽管如此, 人“满心喜乐”是一回事, “向神

感恩”是另一回事; 也正因此故, 神控诉人说: “他

们虽然知道神 , 却不当作神荣耀祂 , 也不感谢

祂”(罗 1:21). 人往往是这样, 甚至基督徒也可能

如此, 就是因神的赐福而满心喜乐, 但赞美和感

恩之香气却很少上升(指很少借着祷告将赞美和

感恩之祭献给神). 不过, 在以马内利之地, 情况并

非如此, 因为“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

膀臂起誓说: 我必不再将. 你的五谷给你仇敌作

食物; 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 惟有

那收割的要吃, 并赞美耶和华; 那聚敛的要在我

圣所的院内喝”(赛 62:8-9).  

 

 神所赐的丰盛会把以色列人的心领向那

位赐恩者(神自己). 他们不像之前因着“在那地不

缺食物, 一无所缺”而“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他

们的神(申 8:11-17). 反之, 他们会因感恩而与祂

有喜乐的交通, 承认祂是一切福气的源头; 诚然, 

祂是一切福气的源头, 比祂所赐的一切福气更美, 

祂的慈爱也比生命更美. 

 

 在现今的时候, 迦南地(巴勒斯坦地)很少

迹象显示它先前或它将来的丰盛与荣美.130 利未

记 26:33-35 的预言已经应验: “我要把你们散在

列邦中; 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 你们的地要成为

荒场; 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 你们在仇敌之地

居住的时候, 你们的地荒凉, 要享受众安息; 正在

那时候, 地要歇息, 享受安息. 地多时为荒场, 就

要多时歇息; 地这样歇息, 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

                                                           
130   作者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注: 他于 1917 年

离世归回天家)写“现今的时候”(at the present time)是指

1917 年以前的时候, 那时的迦南地(巴勒斯坦地)普遍上处

于荒凉的情景. 但考德威尔正确解经, 并坚心相信神的应许

必然成就, 而以色列在 1948 年复国后, 巴勒斯坦地多处蓬

勃发展, 许多地方已从沙漠变为肥田, 开花繁盛(这点应验

了 赛 35:1-2, 6-7 的预言), 这一切证明圣经所预言的必然成

就. 然而, 以色列地成为“以马内利之地”、丰盛与荣美之地, 

是要等到基督降临, 设立天国(千禧年国)后才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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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年所不能得的.”【注: 此预言应验在犹太人被

掳至巴比伦 70 年. 马唐纳解释道: “从扫罗至以

色列人被掳期间, 百姓一直没有遵守安息年的定

例. 因此, 他们被放逐 70 年之久. 以色列地却得

享其安息, 用以补足百姓没有照律法规定去守的

安息年之年数(即多达 70 年, 代下 36:20-21).”】 

 

 这地现今的荒凉是因为“春雨”(latter rain, 

指阳历 2 至 3 月降的雨)131久被撤回, 而这“春雨”

曾是按时(阳历 2 至 3 月)降下的. 神撤回这雨, 因

为以色列人犯罪, “因此甘霖停止, 春(原文作“晚”)

雨不降. 你还是有娼妓之脸, 不顾羞耻”(耶 3:3). 

“心内也不说: 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祂

按时赐雨, 就是秋雨春雨, 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

令, 永存不废. 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 你

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耶 5:24-25). 

 

 然而, 这一切不会

永远这样. “地土啊, 不要

惧怕; 要欢喜快乐, 因为

耶和华行了大事. … 锡安

的民哪, 你们要快乐, 为

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 因

祂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

雨、春雨 , 和先前一样 . 

禾场必满了麦子; 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

溢. …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 就赞美为你们行奇

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

羞愧”(珥 2:21, 23-24, 26). 

 

 我们也在 何西阿书第 6 章读到此事. 以色

列的余民, 看来他们的福气和复兴也与基督的死

和复活有关, 如以下的经文所说: “来吧, 我们归

向耶和华! 祂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 祂打伤我们, 

也必缠裹. 过两天祂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祂必

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祂面前得以存活. 我们务

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祂. 祂出现确如晨

光; 祂必临到我们像甘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131   申 11:14-15: “祂(原文作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

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也必使你吃

得饱足, 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亚 10:1: “当春雨的时

候, 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 祂必为众人降下甘霖, 

使田园生长菜蔬.”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

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了;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摩 9:13; 参 珥 3:18: “到那日, 大山

要滴甜酒; 小山要流奶子”). 因此, 到了那个时候, 

在神主权的恩典下, 利未记 26:4-5 的应许将实现

在以色列的身上, 虽说现今他们完全丧失这福气, 

因为他们没有满足神的条件  —  遵守律法.  

 

 律法已经证实了人需要恩典. 即便神应许

遵守律法之人将蒙福, 违背律法则受罚, 但人还

是把所有律法都犯了, 这清楚证明人悖逆之心是

何等的堕落与邪恶.  

 

 虽然人会失败 , 但神保留祂赐福的权利  

—  此权利是神用重价买来的, 借着祂爱子的宝

血为赎价而获  —  祂现今正向我们大量行使这

权利, 也将向祂古时所爱的以色列民行使同样权

利, 不仅向他们, 也借着他

们向全世界的人民, 向遭

殃的受造物, 以及向那因

以色列的罪而荒凉之地 , 

行使这赐福的权利. 

 

 到了那时, 以色列

地会真正成为 “喜乐之

地”(玛 3:12). 就算是生性

凶猛的野兽, 也会有份于这全球性的福气, 此福

乃靠末后的亚当主耶稣而获; 祂的同在将克制它

们的凶性, 导致它们不再伤人或害人(参 赛 11:6,9: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

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

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

一般.”) 

 

 赛 35:9-10 也描述那时的情景, 说道: “在

那里必没有狮子, 猛兽也不登这路; 在那里都遇

不见, 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

民必归回, 歌唱来到锡安;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

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现今的死海(Dead Sea)是在见证神对罪的

审判. 所多玛与蛾摩拉的城市无疑地淹没在死海

底下; 死海的水充满盐分, 以致没有生物可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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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它像玛拉(Marah)的水一样, 苦得无法饮用(参 

出 15:23); 但在神的旨意中, 当神复兴万物, 修复

罪所破坏的一切时, 死海将获得恢复! 这方面的

记载可在以西结书 47:1-10 寻获. 

 

 结 47:1-2, 8-10 记载: “他带我回到殿门, 见

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 这水

从槛下, 由殿的右边,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他带我出北门 , 又领

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

外门 , 见水从右边流

出. … 他对我说: ‘这

水往东方流去 , 必下

到亚拉巴, 直到海. 所

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

海, 使水变甜(原文作

“得医治”; 下同). 这河

水所到之处 , 凡滋生

的动物都必生活 , 并

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变甜了(或

作: “得医治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生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 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革莲, 都

作晒(或作: 张)网之处. 那鱼各从其类, 好像大海

的鱼甚多.”  

 

 我们难以将上述经文给“灵意化”. 此外, 神

把此事(水流入死海, 海水“得医治”, 百物得生)连

接到救赎之血, 这岂不奇妙吗? 有活水医治水中

的死亡, 而这活水是从祭坛底下流出(注: 祭坛是

与救赎之血相关). 这活水流得越深越广, 使河岸

边有极多的树木(结 47:7), 并流入死海中, 叫苦水

再次得着医治(变为甜), 这让人再次经历“耶和华

拉法 ”(Jehovah-Rophi / Jehovah-Rapha, 注 : 出

15:26 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在希伯来文是

“耶和华-拉法”). 得到医治后, “必有渔夫站在河

边, 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革莲, 都作晒(或作: 张)网

之处 . 那鱼各从其类 , 好像大海的鱼甚多”(结
47:10).132  

                                                           
132   上文(A 项)编译自 “A Delightsome Land” (Chapter 

19),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40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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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归向基督的万民” 
 

论到基督, 经上记着说: “主神要把他祖大

卫的位给祂.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路

1:32-33). 但祂的统治不局限于雅各家, 因为经上

也记着说: “(人子耶稣基督)得了权柄、荣耀、国

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祂”(但 7:14).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观察到的, 显然现今神

从列国万民(all nations)中拣选人归入耶稣的名, 

但这些列国万民并不在祂里面蒙神赐福; 反之, 

他们被定罪, 且是犯上越来越重的罪, 并且他们

拒绝神的光照, 结果陷入更深的黑暗, 导致他们

心被蒙蔽, 预备在最终的“大迷惑”中信从虚谎, 朝

向灭亡冲去(帖后 2:10-12). 

 

不过, 正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  地上

万国(或译: 万民, all nations)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

(创 22:18), 所以为了再次确定此应许, 经上记着

说: “他(注: 这“他”是指耶稣基督, 参 诗 72:6-

11)133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留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

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有福”(诗 72:17). 

 

显然易见的, 万民都要服在基督的主权之

下, 他们要每年上到耶路撒冷, 敬拜大君王万军

之耶和华(亚 14:16-17).134 但我们也不要因此就

下结论说: 那时住在地上的万民都是真正重生得

救的人; 反之, 看来有些人不愿敬拜万王之王主

耶稣, 结果遭致神的审判, 没有雨降下他们的国

土上【注: 这些人极可能是在天国时代才出生的

人, 他们不像他们的父母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以

进入天国】.  

 

此外, 诗 18:43-44 说: “你救我脱离百姓的

争竞, 立我作列国的元首; 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事

奉我. 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

要投降我 .” 论到这“列国的元首”(Head of the 

heathen), 有英文译本在第 44 节的旁注表示, 这不

                                                           
133   诗 72:6-11: “(第 6 节) 祂必降临, 像雨降在已割的

草地上… (第 8 节) 祂要执掌权柄… (11 节) 诸王都要叩拜

祂; 万国都要事奉祂.”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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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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民会给他“假装的顺服”(feigned obedience). 

再者, 诗 66:3 说: “因你的大能, 仇敌要投降你.” 

旁注表示 : 仇敌要 “给他假装的顺服 ”(yield 

feigned obedience unto Him); 这样的顺服不同于

那些真诚顺服的人  —  那些被基督的爱所激励

的人. 

 

无可否认, 从万民中有许多人是真正属主

的, 而在那日, 公义必然兴旺, 现今被压制的公义

将在那时占尽主导地位. 在那日, 真信徒不会像

现在被撒但的灵所诱惑(弗 2:2); 因为在那段日子

(一千年)将被关在无底坑, 不像现在可自由活动, 

遍地游行(启 20:1-3). 对信徒和非信徒而言, 单是

这件事, 就令整个情况有大转变, 与

现今世界局势完全不同. 至于罪恶, 

即使存在, 也在相比之下显得无力, 

因在大君王(耶稣基督)的无所不知

之下, 肯定立刻降下无误的审判.  

 

在那时候, 活在世上的圣徒

不像现在, 备受仇敌(魔鬼和他的差

役)的攻击, 如把邪恶意念注入圣徒

的思想中, 或激发他肉体的情欲, 或

把病痛与苦楚加在神的子民身上, 

像在约伯或保罗身上一般. 那时候

将会是全球性的安息日 (Sabbath)  

—  目睹神的荣耀, 并在神的同在下

脱离战斗, 得享安息, 不断享受祂的

赐福.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好像

水充满洋海一般”(哈 2:14).   

 

尽管有一千年的福气, 目睹神荣耀的彰显, 

并脱离撒但压害而享受的安息, 这一切都不足以

根除人性的败坏. 除了那些因重生得救而重新被

造之人, 其他人的心仍然“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

处”(耶 17:9), 这点将会在千禧年结束时完全彰显.     

 

“那一千年完了 , 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释

放”(启 20:7). 他立刻发动他自古以来的工作  —  

迷惑人类. 他一千年的漫长监禁, 并没使他改变, 

而地上四方的列国之民, 有众多的人信从他的谎

言. 他们那未更新的邪恶本性, 虽受到压制, 却在

撒但的灵极力搧风点火之下, 便燃起敌对神的熊

熊烈火, 最终导致可怕的暴动, 反对基督的权威. .  

“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会再次像在敌基督

的日子一般, 成为妒忌和怨恨的对象, 因为撒但

所敌对的, 最初与最终都是针对神所钟爱的对象. 

 

 纵然有主基督荣耀的同在, 并祂恩典为以

色列人和世人所做的一切, 这无数被撒但愚弄的

反对者依然迈向战场, 与永生神决一死战! 

 

 但这仅是很短的时间. 权势今已在圣徒手

中, 而非在不敬不虔的阵营里. 撒但和他的大军

虽可包围“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启 20:9), 但他

们无法伤害圣徒, 连一根属神赎民的头发也动不

到. 敌人的毁灭速速临到: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 就有火

从天降下, 烧灭了他们”(启 20:9).  

 

 按照神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

结局终止了光与黑暗的长期冲突. 

人类曾在未领律法之前, 就受试探, 

变得完全不敬不虔; 洪水终止了人

这方面的考验. 然后, 就在亚伯拉

罕的子孙里, 神更新了考验, 以律

法来压制一切; 但人再次证明他们

是罪人, 而这考验以杀害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作为结束. 

 

 再者, 在这现今的时代, 人

被恩典所试验, 即全球的人都能因

信靠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而获得赦免! 神劝人与

祂和睦, 而不把他们的罪归于他们. 其结果只是

带出属血气之人完全的敌意. 这些人不仅践踏神

的儿子, 也藐视了施恩的圣灵.  

 

 最终, 如我们所见, 神以荣耀大能彰显自

己, 拯救人类脱离罪恶与撒但, 脱离死亡和咒诅, 

把那叹息的受造之物(包括整个大自然界)带入神

儿女自由的荣耀(罗 8:21-22).  

 

 一千年之久, 神保持了不间断的安宁与和

平; 这是神统治的国度, 由和平之君(主耶稣基督)

所治理, 为全球带来最大的安息和禧年(jubilee). 

一千年结束时, 撒但获释进行迷惑, 人再次受到

试探, 结局证明一项永恒不变的属神真理: “人若

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受割礼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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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礼都无关紧要 , 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加

6:15). “坐宝座的说 : ‘看哪 , 我将一切都更新

了!’ ”(启 21:5).135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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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千禧年时期的 

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旧约的迦南地)是旧约

圣经预言中的重要题目.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

在《将来的事》一书中指出, 不少圣经预言描绘到, 

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 保证了他们将会拥有应许之地  

—  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 而这会在千禧年时代完全

应验. 【注: 我们相信圣经的预言, 主应许会在主耶稣

第二次降临、设立天国时才完全应验, 所以我们不赞

同一些组织所提倡的, 靠人的军事武力来成就此事】. 

 

 

(A)  千禧年时期的耶路撒冷 

  

从研究有关耶路撒冷在千禧年里的情况, 可以

清楚看见一些事实. 

1) 耶路撒冷在千禧年期间, 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赛

2:2-4;  耶 31:6;  弥 4:1;  亚 2:10-11). 由于世界在

以色列王(指大君王主耶稣)的统治之下, 所以巴

勒斯坦的中心成为世界的中心. 

2) 耶路撒冷将成为千禧年国度管理的中心(耶 3:17;  

30:16-17;  31:6,23;  结 43:5-6;  珥 3:17;  弥 4:7;  

亚 8:2-3). 大卫国政府昔日的中心耶路撒冷, 将成

为大卫更伟大的子孙(主耶稣基督)的政府中心. 

3) 耶路撒冷将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城市, 使尊荣归给

耶和华(赛 52:1-12;  60:14-21;  61:3;  62:1-12;  

66:10-14;  耶 30:18;  33:16;  珥 3:17;  亚 2:1-13). 

耶路撒冷与王(大君王耶稣基督)的关系亲密到一

个地步, 耶路撒冷将会分享祂的荣耀. 

4) 耶路撒冷将受到这王的能力所保护(赛 14:32;  

25:4;  26:1-4;  33:20-24), 它永远不再需要害怕其

安全受到威胁. 

5) 耶路撒冷原来的面积将会大大的扩展(耶 31:38-

40;  结 48:30-35;  亚 14:10). 

6) 到那时, 赎民都可以进入耶路撒冷(赛 35:8-10), 

所有寻求大君王的人将会在城内找到知音人.  

                                                           
135   上文 (B 项 )编译自  “All Nations shall Call Him 

Blessed” (Chapter 20), 载 J.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4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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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到那时, 耶路撒冷将会成为那时代敬拜的中心(耶

30:16-21;  31:6, 23;  珥 3:17;  亚 8:8, 20-23).136 

 

 

(B)  千禧年时期的巴勒斯坦 

  

 圣经的预言提到有关巴

勒斯坦地的一些基本事实如下:  
 

1) 巴勒斯坦将会成为以色列的

特别产业(结 36:8,12;  47:22-

23;  亚 8:12). 这对于以色列诸约的应验是必须的. 

2) 相比从前的面积, 巴勒斯坦地将会大大扩展(赛

26:15;  33:17;  俄 17-21;  弥 7:14). 以色列将会第

一次拥有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全部土地(创
15:18-21). 

3) 巴勒斯坦的地形将会改变(赛 33:10-11;  结 47:1-

12;  珥 3:18;  亚 4:7;  14:4,8,10). 当弥赛亚第二次

降临(来到地上)时, 本是群山耸立的巴勒斯坦, 将

会有一片肥沃的平原出现(亚 14:4), 使巴勒斯坦

真正成为“居高华美”之地(诗 48:2). 这种地形的

改变使河流可以从耶路撒冷城流出大海, 灌溉该

地(结 47:1-12). 

4) 巴勒斯坦将会重新成为肥沃、物产丰富之地(赛

29:17;  32:15;  35:1-7;  51:3;  55:13;  62:8-9;  耶

31:27-28;  结 34:27;  36:29-35;  珥 3:8;  摩 9:13). 

由于土地的生产力强盛, 农夫会追上收割者.  

5) 将会有充沛的雨水(赛 30:23-25;  35:6-7;  41:17-

18;  49:10;  结 34:26;  亚 10:1;  珥 2:23-24). 在整

个旧约时代, 雨水都是神赐福和赏赐的记号; 干

旱则是神不悦纳和审判的象征. 到那时, 有充沛

的雨水滋润土地, 将会是神赐福的标记. 

6) 在大灾难期间, 巴勒斯坦地备受蹂躏; 在千禧年

期间, 这地将被重建(赛 32:16-18;  49:19;  61:4-5;  

结 36:33-38;  39:9;  摩 9:14-15). 当破坏者的余种

被清除, 该地将再次得到洁净. 

7) 巴勒斯坦地将会重新分配给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以西结书 48:1-29 简略地描述这次重新分配的情

况, 该地似乎会被分为三部分: 

a) 北面的一边将会分给七个支派: 但、亚设、拿

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流便和犹大支派

(结 48:1-7). 

b) 同样地, 南面的土地将会分给五个支派: 便雅

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和迦得(结 48:23-

27).  

                                                           
136  珥 3:19-21 表明耶路撒冷将会存到永远(参 珥 3:20: 

“但犹大必存到永远; 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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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ll F. Unger 

c) 在南北两地之间, 是一个称为“圣供地”的地方

(结 48:8-20), 这是为了主而分别出来的一块

地, 长宽均为 2 万 5 千肘(结 48:8,20). 这块地

也分为三部分, 第一块是给利未人的(结 45:5; 

48:13-14); 第二块同样大小的地用来作圣所, 

是给祭司使用(结 45:4; 48:10-12); 第三块地

则用来建城(结 45:6; 48:15-19). 

 

论到这 “圣供地 ”的面积有多大 , 安革尔

(Merrill F. Unger)写道: “一枝竿(reed)究竟有多长呢? 

经文提到这竿‘长六肘, 每肘是一肘零一掌’(结 40:5), 

‘这肘是一肘零一掌’(结 43:13). 真正的问题是, 以西

结所指的肘究竟有多长呢? 考古研究证实, 古代巴比

伦所使用的肘有三种长度…最小的一种是三掌, 即

10.8 吋, 用于量度黄金制品; 第二种是四掌, 即 14.4 吋, 

用于量度建筑物; 第三种是五掌, 即 18 吋, 用于量度

土地. 三掌(一掌等于 3.6 吋)中最短的肘, 相等于 10.8

吋, 是最基本的单位… 

 

“由于先知十分具体

地说明他异象中的量度单位

是 ‘一肘零一掌 ’(结 40:5; 

43:13), 无疑, 他是以最小的

肘(即三掌)为基本的量度单

位, 再加一掌, 即相等于第二

种掌, 亦即 14.4 吋. 这样计

算起来, 那枝竿应该是 7.2

吋. 圣供地应该是一个宽敞

的空间, 每边距离 34 哩, 面

积一共 1,160 平方哩. 这个地方是千禧年里神权政府

所有事情的中心, 也是敬拜的中心.” 

 

盖伯林(Arno C. Gaebelein)认为, 如果使用最

大的一种肘, 圣供地的面积就会扩大到海边距离 50

哩. 这个扩大了的面积只可以指包括在千禧年的巴勒

斯坦边界之内.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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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千禧年时期的人民 

 

(A) 引言 

 

经过灾难时期后的所有得救之以色列人和外

邦人, 当耶稣基督降临时仍然存活的, 都加入耶稣基

督在地上设立的神权国度(指千禧年国度)里. 潘德科

                                                           
137   上文附录一主要参考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

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470-473 页.  

(J. Dwight Pentecost)指出, 圣经清楚表明, 所有罪人都

在这国度设立前被剪除了 (赛 1:19-31;  65:11-16;  

66:15-18;  耶 25:27-33;  30:23-24;  结 11:21;  20:33-44;  

弥 5:9-15;  亚 13:9;  玛 3:2-6;  3:18;  4:3).  

 

审判列国的记载(太 25:35)显示, 只有得救的

人才能进入这国度里(指千禧年国里). 麦子与稗子的

比喻(太 13:30-31)、好鱼和坏鱼的比喻(太 13:49-50)

都表明, 只有得救的人才能进入这国度里. 先知但以

理清楚展示, 这国度是赐给“圣徒”(指得救者)的: 

 

 但 7:18: “然而, 至高者的圣民(the saints), 必要得
国享受, 直到永永远远.” 

 但 7:22: “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the 

saints)伸冤, 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但 7:27: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

至高者的圣民(the saints). 祂的国是永远的; 一切

掌权的都必事奉祂, 顺从祂” 

 

 

(B) 千禧年时期的以色列人   

 

(B.1)   以色列的复兴 
  

不少旧约预言都涉及以色列民在地上复国的

事情, 以色列民若不重新聚集(参 太 24:30-31), 诸约

(神与以色列的列祖所立的圣约)就得不到应验. 从主

耶稣的讲论中, 可以发现这方面的“重聚”跟第二次降

临有关:  

 

 太 24:30-31: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祂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

声, 将祂的选民(以色列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

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事实上, 旧约多处经文显示, 这次的“重聚”(指

以色列民归回故土)是先知信息的一大主题. 

 

1) 赛 27:12: “以色列人哪, 到那日, 耶和华必从大河, 

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的收集, 如同人打树

拾果一样.” 

2) 赛 43:5-7: “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

后裔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

带来, 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

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 

所造作的.” 

3) 耶 12:15: “我拔出他们以后, 我必转过来怜悯他

们, 把他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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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 24:6: “我要眷顾他们, 使他们得好处, 领他们
归回这地. 我也要建立他们, 必不拆毁.” 

5) 结 20:42: “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就是我起誓

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

和华.” 

6) 结 28:25: “我将分散

在万民中的以色列

家招聚回来, 向他们

在列邦人眼前显为

圣的时候, 他们就在

我赐给我仆人雅各

之地, 仍然居住.” 

7) 珥 3:1: “到那日, 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

归回的时候.” 

8) 摩 9:14-15: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他们

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

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

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
来.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9) 弥 4:6: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聚集瘸腿的, 招
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 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

之民, 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 耶和华要在锡

安山作王治理他们, 从今直到永远.” 

10) 番 3:20: “那时, 我必领你们进来, 聚集你们; 我使

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 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

万民中有名声, 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 

11) 亚 10:10: “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 招聚他们出

亚述, 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 这地尚且不够他

们居住.”  
 

因此, 以色列人的这个盼望, 也即是圣经预言

的重点主题, 将会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指基督再临

第二阶段  —  降临橄榄山, 拯救以色列人)实现. 

 

 

(B.2)   以色列的再生 
  

以色列民将会经历一次

归信(conversion), 以预备他们

在弥赛亚的千禧年国度里会见

祂. 保罗确定这个事实, 这次归

信会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

时候. 保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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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 我

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们再一次发现, 这也是先知著作的一大主题, 

参看以下经文就足以证明这点了. 

 

1) 赛 1:27: “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 其中归正的人
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2) 赛 4:3: “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 将锡安女子

的污秽洗去, 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 那

时, 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一切住耶

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 必称为圣.” 

3) 耶 23:6: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

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 

4) 耶 24:7: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知道我是耶和

华.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们的神, 因为他

们要一心归向我.” 

5) 耶31:33-34: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

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

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

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

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

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

再记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6) 结 11:19: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新灵

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

他们肉心.” 

7) 结 36:26-27: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新灵

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

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

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8) 珥 2:32: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锡安山, 耶路撒冷必有

逃脱的人…” 

9) 弥 7:18-19: “神啊, 有何神像祢, 赦免罪孽, 饶恕祢

产业之余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必再

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

一切罪投于深海.” 

10) 番 3:12-13: “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 

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

不作罪孽, 不说谎言, 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 而

且吃喝躺卧, 无人惊吓.” 

11) 亚 13:1: “那日, 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

一个泉源, 洗除罪恶与污秽.” 

12) 亚 13:9: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 熬炼他们, 如

熬炼银子; 试炼他们, 如试炼金子. 他们必求告我
的名, 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 这是我的子民. 他

们也要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由于没有任何不得救的人可以进入千禧年国, 

所以以色列将会有一次“归信”出现, 以预备他们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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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应许给他们的国. 基督第二次降临时, 正是这个民

族(即所有“真正的以色列人”, 比较 罗 9:6; 11:4-5, 26)

归信的时候, 使赐给他们的诸约可以在弥赛亚作王期

间得到应验. 

 

(B.3)   以色列民作为弥赛亚的子民 
  

以色列民将会成为大君王耶稣基督统治下的

子民(赛 9:6-7;  33:17,22;  44:6;  耶 23:5;  弥 2:13;  4:7;  

但 4:3;  7:14,22,27). 为了成为子民: 

 

1) 以色列民将会归信基督, 返回自己的土地, 正如

上文说到的. 

2) 以色列会统一, 成为一个国家(耶 3:18;  33:14;  结

20:40;  37:15-22;  39:25;  何 1:11). 

3) 这个国家再与耶和华进入“婚姻”的亲密关系(赛

54:1-17;  62:2-5;  何 2:14-23). 

4) 以色列这个国家会被高举在外邦人以上(赛 14:1-

2;  49:22-23;  60:14-17;  61:6-7). 

5) 以色列会被称义(赛 1:25;  2:4;  44:22-24;  45:17-

25;  48:17;  55:7;  57:18-19;  63:16;  耶 31:11;  

33:8;  50:20,34;  结 36:25-26;  何 14:7;  珥 3:21;  

弥 7:18-19;  亚 13:9;  玛 3:2-3). 

6) 在千禧年里 , 这个国家将会成为神的见证 (赛

44:8,21;  61:6;  66:21;  耶 16:19-21;  弥 5:7;  番

3:20;  亚 4:1-7;  4:11-14;  8:23). 

7) 以色列会被美化, 使荣耀归给耶和华(赛 62:3;  耶

32:41;  何 14:5-6;  番 3:16-17;  亚 9:16-17). 

 

 

(C) 千禧年时期的外邦人 

 

“亚伯拉罕之约”普世

性的一面(指神应许世上万民

也会因他的后裔而蒙福), 会

在千禧年里实现. 外邦人会进

入与大君王的蒙福关系里.  

 

1) 圣经的预言已经应许外邦人有份参与千禧年的

国度(赛 2:4;  11:12;  16:1-5;  18:1-7;  19:16-25;  

23:18;  42:1;  45:14;  49:6,22;  59:16-18;  60:1-14;  

61:8-9;  62:2;  66:18-19;  耶 3:17;  16:19-21;  

49:6,39;  结 38:23;  摩 9:12;  弥 7:16-17;  番 2:11;  

3:9;  亚 8:20-22;  9:10;  10:11-12;  14:16-19)/外邦

人这样获准进入千禧年国是必须的, 因为这样的

弥赛亚统治权才是一个普世的统治权.  

2) 在这段期间, 外邦人会做以色列的仆人(赛 14:1-2;  

49:22-23;  60:14;  61:5;  亚 8:22-23). 那些在过去

篡夺了以色列权力的列国, 会发现以色列这曾被

压制的人民现在被神高举, 而他们自己则被降服

在以色列民的国度里. 

3) 千禧年国度里的外邦人在进入这国度之前, 会先

归信基督(赛 16:5;  18:7;  19:19-21,25;  23:18;  

55:5-6;  56:6-8;  60:3-5;  61:8-9;  耶 3:17;  16:19-

21;  摩 9:12;  俄 17-21). 

4) 他们将会服在弥赛亚的权下(赛 42:1;  49:6;  60:3-

5;  俄 21;  亚 8:22-23). 这些外邦人将会听到大君

王主耶稣给他们以下的邀请: “你们这蒙我父赐

福的 ,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

国”(太 25: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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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千禧年时期活着的圣徒 

与复活圣徒之间的关系 

 

(A)  反对者的疑问 

  

曾有者嘲讽“前千禧年派”的立场, 说: “另一个

问题… 从这派主张中产生出来. 在想象的千禧年中, 

复活与被提的圣徒可随意与那仍有血肉之躯的人自

由来往和做交易. … ‘前千禧年派’同样不能解释复活

圣徒与地上罪人身处同一社会中的不协调… ‘前千禧

年派’将两个群体混合, 没有顾及一群经历过死亡和

复活, 另一群没有… 使我们困惑的, 是按‘前千禧年

派’所言, 千禧年地上的人口有大量的复活圣徒. 而耶

稣基督扼要清楚地说过, 复活后就不再有娶嫁了… . 

如果复活的圣徒像天使那样, 我们又怎能想象, 一千

年中他们可随意与血肉之躯的男女交往, 在相同的景

况中跟他们生活? ‘前千禧年派’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圣经也没有.”  

 

 

(B)  旧约盼望的本质 

  

圣经清楚表明圣徒

的盼望是一个荣耀的期待. 为了表达千禧年时旧约圣

徒与新约圣徒、复活与不复活者的关系, 我们必须按

圣经来区别神在旧约中给圣徒盼望的应许的几方面. 

 

(一)   神给以色列整体国民的应许 

 神在旧约中给了整体以色列国民一些应许, 其

中大部分是将来的福气和荣耀, 而这些应许并非给予

“ 个人 ”(individual) 作为鼓励 , 而是给予整个 “国

家”(nation), 作为他们信心和盼望的根据. 这些应许倚

                                                           
138   上文附录二主要参考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

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465-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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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神与以色列国所立的“永远”及“无条件”之约. 最先

载于 创 12:1-3, 并在 创 13:14-17; 15:1-21 及 17:1-18

重申的亚伯拉罕之约, 包括一些对亚伯拉罕本人的应

许, 都是关乎亚伯拉罕一脉的后裔(以色列民), 并应许

给亚伯拉罕的土地. 日后一切有关这方面的约之应许

都是重申、扩大和澄清这最初之约的一些部分. 

 

 记载于 撒下 7:4-17、重申于 诗 89 篇的“大卫

之约”, 所应许的关乎最初“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子孙

(或称“后裔”), 并使这子孙成为一个扩大的应许对象, 

就是向那子孙应许, 给予一国、一家和一国王位. 虽

然这应许是向大卫立的, 又包括赐给大卫本人的福气, 

但这应许要在以色列国, 而非国中的某个人身上应验. 

 

首次记载于申 30:1-10 的“巴勒斯坦之约”, 乃

是“亚伯拉罕之约”里的应许, 关乎神所应许赐的土地. 

这是神赐给整体以色列国民的应许, 叫他们拥有土地, 

并享其福. 申 30:6 说: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
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这话清楚显示这些应许是赐给

整体国民而非个人的.  
 

耶 31:31-34 中的新约, 乃最初“亚伯拉罕之约”

所应许的福气, 且使那些应许成为扩展的目标. 新约

清楚指出这应许只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以色列整体

国民归向主时才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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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

与他们所立的约’ ” 

 

 简而言之, 所有以色列人的盼望都基于神与他

们所立的四大决定性之约(亚伯兰的之约、大卫之约

巴勒斯坦之约、新约). 这些约确定了一些全体国民

性的盼望和福气. 若这些应许要按字义实现, 以色列

国就必须保存、延续和复兴. 

 

 

(二)   神给个人方面的应许 

 然而, 一些有关个人(Individual)的盼望, 确实

有在旧约预言中出现. 首先是信靠神的以色列人有复

活的盼望, 这可见于 但 12:2-3; 赛 26:19-20 (也参 伯

19:25-27). 其次是有关以色列国民中, 有“个人方面” 

(individual)被审判和得奖赏的盼望. 例如 赛 40:10; 但

12:3; 亚 13:9 等等. 简之, 旧约圣经中有教导关于个人

方面的复活和个人方面的审判与奖赏, 但对个人的应

许方面, 并没有清楚说明应验的范围.  

 

 到了新约, 圣经对个别的以色列人(包括古代

圣徒)的盼望有明确的阐述. 希伯来书作者写道: “因

为他(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来 11:10); 又说: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永

生神的城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

使,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

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来 12:22-23). 我们

在此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是一个与地上的耶路

撒冷有别之城. 我们会在下文作进一步的分解.139 

 

 

(C)  再思千禧年的本质和目的 

 

 要正确理解旧约与新约中复活圣徒与千禧年

时代的关系, 我们必须清楚明白圣经中所教导有关千

禧年的本质和目的. 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作了一

个很好的总结: “千禧年的统治是我们主与祂的圣徒

的‘神圣政府’在地上直接管理一千年, 其地上的中心

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国, 不过基督与祂的圣徒会在新

耶路撒冷以天上复活的身体统治, 且会取代天使现在

所做的(来 2:5-8)…”  

 

 千禧年的日子要应验有关以色列国之约的福

气, 那时神借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统治显示神所设立

的政府之绝对权威, 当时存活在地上的人将服于大君

王的权威之下, 且接受这考验. 千禧年时代是神所设

计, 在最理想的美好环境下, 在一切都遵守大君王管

治的法令下, 并在(源自魔鬼的)外面试探之源都断绝

的情况下, 身为堕落人类的最后测试(考验), 显露了人

甚至这最后的考验中也被证明是失败的(参 启 20:7-

10). 在这样一个时期里, 当上述计划正在执行时, 那

些复活的人(包括旧约圣徒、灾难圣徒、新约召会等)

显然不须接受这个考验, 因为他们已经是义的(被称

为义的, 来 12:23). 简之, 复活的圣徒们虽然在千禧年

里有其角色, 却不是在地上作大君王所统治的臣民.140 

 

 

(D)  天上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伯拉罕的盼望集中

在“一座城的出现”的生活上: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

11:10). 这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盼

望, 也是其他旧约圣徒的盼望. 

来 11:16 说: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

                                                           
139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492-494 页. 编者也对照此书英文版 J. Dwight 

Pentecost, Things to Com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64), 并作出一些译文上的修饰. 
140   同上引, 第 495-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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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

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根据这节经文, 我们清楚看

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所盼望的, 就是一座天上的城.  

 

来 12:22-24 进一步描述同一座天上的城, 那

里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 而 加 4:26 称之为“在上的

耶路撒冷”, 启 3:12 称它为“我神的城”和“新耶路撒

冷”, 启 21:2 则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 启 21:10 称它

为“圣城耶路撒冷”. 清晰可见, 这是召会众圣徒一切

盼望实现之地, 就是 约 14:2 中主耶稣应许为我们预

备, 并来接我们前往的“住处”. 因此, 去识别那按 来

12:23 所言住在天上耶路撒冷的“诸长子之会”, 就不

困难了. 凯利(William Kelly)写道:  

 

… 希伯来的基督徒来到“天上诸长子之会”, 

我们不用犹豫便识别到这天上的群众是神的

教会(召会). 我们已经多次听闻, 使徒行传和其

他书信也深切关注这召会, 正如主说召会将要

被建造(太 16:18), 因此, 阴间的门也拦阻不了. 

五旬节那日首次看见新的景象(指召会的诞

生). … 这个描述(指希伯来书 12 章 22-23 节)

举出所聚集的人, 是首生的(或译“长子”, KJV: 

the firstborn)…  

 

这“天上的城”的

居民, 毫无疑问就是现今

时代的召会  —  基督的

身体 (弗 1:23). 萨菲尔

(Adolph Saphir)的评述叫

我们联想到除了现今时

代的圣徒(指基督徒)之外, 

还有其他得赎的圣徒会

在这天城里. 他写道: “ ‘所共聚的总会’(KJV: general 

assembly, 希腊文: panêguris {G:3831})这用语… 所

暗示的不只是一个大数目, 且是个完满的数目. 而这

个所有成员齐集的情景, 使这‘总会’满有严肃和欢乐

节日气氛.” 问题是: “谁加入天使和召会圣徒的行列, 

构成天城中的居民?” 答案就在这节的下一句: “被成

全之义人的灵魂”(来 12:23). 凯利解释道:     

 

… 这些是旧约圣徒… 信心是从仰赖应许而

来, 而他们都仰望要来的那位(指耶稣基督), 且

在祂的国中得福分(启 20), 并要审判世界(林前

6:2), 与“我们”相似的特点可见于 来 11:39-40

末. 正如这例子所证明的一样. 这些灵(指旧约

圣徒的灵)不是以他们将会成为的样式显示出

来, 却是以他们本有(已经有)的样式  —  “被成

全之义人的灵魂”  —  显示出来. 

奥特曼(Ford C. Ottman)问道: “亚伯拉罕并

‘有相同信心的’这些人, 会找不到他们所盼望的城

吗? 不, 他们会找到的: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

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

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

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祂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

11:13-16).” 同样, 这一章的末段说道: “这些人都是

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著所应许的; 因为

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 

就不能完全”(来 11:39-40). 没有我们, 他们就不能

完全(指旧约圣徒要与新约圣徒同得此城而完全).  

 

这样, 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要向我们显示

一幅天城图! 当中与主基督聚在一起的有: (a) 不

堕落的天使; (b) 教会时代复活与被提的圣徒(指

所有基督徒); (c) 旧约与大灾难中一切复活的圣徒. 

 

这个解释也在 启 21:12-14 找到支持上述

看法的证据, 那里描述“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

里有同一个三重的门, 因为: 

 第 12 节提到众天使和以色列十二支派;  

 第 14 节提到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因此, 城墙内包括的有众天使、以色列和旧约

的圣徒, 以及教会的众圣徒(基督徒). 格兰特(F. W. 

Grant)在指出得赎者的居所为一个“城”的时候, 其论

点颇为合宜: “那城是人类的需要之表达, 也是为他们

所提供的. 在倾轧与不安中, 人们(在城中)聚在一起要

得到安全, 但这只是所暗示的微小部分, 还有比这更

普及的其他需要, 例如人力的合作与分工, 神使我们

在不同天资下互相倚靠所带来的效果… 借着组成和

加强的联盟, 从而使人紧扣在一起, 而思想与思想、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都激发每样潜藏的才能…  

 

“永远的城向我们暗示联结、相交、交流和

‘那人独居不好’这最早的话中所提示的完全(丰富)之

意 , 但在与新妇之城的关系上 , 仍有更深一层的意

义… 我们永不再‘独居’, 乃是永远‘与主同在’, 我们整

个人(manhood)将找到完全的答案、满足和安息.”141 

 

我们因此得到结论, 圣经一致地教导, 主会将

那些不堕落的天使、旧约圣徒并新约信徒(特指召会, 

                                                           
141   F. W. Grant, The Revelation of Christ (New York: 

Loizeaux Brothers), 第 224-225 页, 转引自潘德科著, 《将来

的事》, 第 5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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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七年灾难期间已死而复活的圣徒), 聚集在祂永

远的城中. 这些群体会以复活的荣耀之躯, 在这真实

的城中(指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分享荣耀. 对圣徒而言, 

只有那些复活的圣徒才可进入这城. 我们必须留意, 

这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复活(与活着被提的)圣徒在千禧

年时期的居所, 而非那进入千禧年的存活得救者(the 

living saved)之范围(sphere, 因为后者所进入的是基督

在地上设立的千禧年国/天国[由天上的神在地上统治

的国度], 而这国度的中心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城).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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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千禧年时期的献祭 

 

根据以西结书 45 章 15 节(“为民赎罪”)和 17

节(“为以色列家赎罪”), 有些在千禧年所献的祭, 特别

指明是为了赎罪. 这情况怎能跟以下两段经文配合呢?  

 

1) 希伯来书 10 章 12 节: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
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2) 希伯来书 10 章 18 节: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
用再为罪献祭了.”  

 

事实上, 在旧约里, “赎罪”(atonement, 字面意

义是“遮盖”, covering)一词从来没有除罪的意思. 来

10:4 提醒我们: “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相反

地, 那些献祭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来 10:3). 那么赎

罪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它的意思是献祭能达到外表

的、礼仪上的洁净(outward, ceremonial cleanness). 献

祭是在仪式上为众民涤罪, 使他们能进入圣殿, 敬拜

神, 与神相交. 律法也记载要为无生命之物(inanimate 

things)如为坛赎罪(出 29:37, 参 KJV), 而对无生命之

物是不会有“赦免罪”的观念. 因此, “为祭坛赎罪”的意

思是为它进行礼仪上的洁净, 使它合适作事奉神之用. 

 

至于在利未记的献祭中, 为无意中所犯的罪而

赎罪(利 4:20), 其意思只是把礼仪上的污秽除去(并非

有真正除罪的功效), 以致那人可以近前来敬拜神.  

 

在今天, “赎罪”(atonement)一词已取得更广更

深的意义. 例如, 它可用来形容基督完全的救赎工作, 

我们的罪借此得以除掉, 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但事

实上, 在圣经里, “赎罪”(atonement)一词从来没有这个

“除罪”的意思【注: 在 罗 5:11, 英文圣经《英王钦定

本》(King James Version)的“赎罪”(atonement)应译作

“和好”(reconciliation), 正如在《新英王钦定本》(New 

King James Version )和别的译本一样】.  

                                                           
142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498-499 页. 

事实上, 以色列历史中的献祭是展望基督那完

全和完美的祭(即往前看向基督在各各他十架的献祭). 

千禧年时期的献祭, 是记念主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

的工作(即往后看向基督在各各他十架的献祭). 换言

之, 千禧年时期的献祭, 是以色列人的记念仪式, 正如

我们“主的晚餐”一样, 是记念已经过去的事迹(指基督

在两千年前在十架上的献祭).  

 

简之, 希伯来书

的经文并不排除将来

会有任何献祭的礼仪 , 

但却坚持将来的献祭 , 

不会比过去基督所献

的祭更有效地除罪.143  

 

至于千禧年时期所献的祭, 其目的不是“除罪”, 

而是记念基督在十架所成就的“除罪”大功(约 1:29). 

我们用潘德科(J. D. Pentecost)的话作为总结: “那些祭

在特性上是作记念的, ‘前千禧年论者’都普遍同意, 认

为这献祭制度的目的始于千禧年时代. 以新约教训中

基督之死的价值来解释, 所献的祭就一定是记念这个
死的 (指记念基督的代死).  

 

“格兰特(F. W. Grant)清楚说明: ‘(这是)祭的永
远记念… 这不是视为获得救恩的祭, 而是(记念)已成

就之救恩的祭… .’ 盖伯林(Arno C. Gaebelein)对祭的

记念性质也持相同看法. 他写道: ‘虽然以色列人曾献

的祭(指旧约的祭)有一个预期的意思(指展望将要在

十架发生的基督代死除罪), 但千禧年圣殿中所献的

祭则有一个回顾的意思(指记念已在十架发生的基督

代死除罪)…’ 所以结论是: 这些祭(千禧年时期所献的

祭)… 都只是一个记念(而非为了除罪), 就是记念那一

切祭祀所预表的, 那除去世人罪孽之神羔羊的完美献

祭(memorials of the perfect sacrifice of the One typified 

by all sacrifice, the Lamb of God…).”144 

 

 

 

 

                                                           
143   以上附录改编自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

释》(香港尖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1032 页. 也

参照其英文版(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1990). 
144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485-486 页. 也参其英文版 Things to Come, 第

527 页, 对上述译文作少许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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