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有一位神!  
 

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 1923-2010)曾是举

世闻名的无神论拥护及鼓吹者. 这位英国哲学教授在

牛津(Oxford)、阿伯丁(Aberdeen)等大学教书时, 走遍

许多美国和加拿大校园参阅书籍、文献, 进行多场演

讲及辩论, 极力著书写作去反对神的存在. 
 
 然而, 在 2004 年, 这位拥护无神论超过半个世

纪的弗卢, 突然宣布自己离开了无神论阵营, 成为有

神论者. 他的举动震撼了无神论者的大阵营. 他在

2007 年写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 名为《有一位神》

(There is a God). 在书中的首页, 他写道: “我现在相信

神存在, 这是我最后的立场和见证.” 随后, 他在书中

细说个人历史, 讲述他如何成为有神论者, 并交代他

怎样从不同证据中发现神的存在.  
 
 李仲骥在“从无神论到有神论  —  著名哲学家

安东尼·弗卢的故事”一文中写道: “读者们须会意, 弗
卢虽然成为有神论者, 但这是他在思想立场上的转向, 
而不是宗教上的皈依. 弗卢相信的神是… 一位有能力

和充满智慧的神, 而不是任何启示宗教的神. 弗卢在

立场上的转变, 并非是因为什么宗教经验, 而是在于

他依从自己既往(以往)寻索知识的原则, 即是‘跟着证

据的方向走’(go wherever the evidence leads). 对于神

存在的证据, 他认为设计论证最为有力(如宇宙精调

论和智慧设计论)…”【摘自《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02-403 页】 
 
 虽然弗卢坦认他是自然神论者(deist), 不相信

神迹、来世等事情, 但他对“神可以向人有特别启示”
仍存开放态度. 他虽然没有接受基督信仰, 但在立场

转变后, 他也表明基督信仰的启示有说服力. 弗卢写

道: “当科学家、哲学家发现到宇宙的定律和规则, 他
们不得不承认宇宙背后藏有一个无穷睿智的心灵

(Mind).”【同上引, 第 415 页】他也说道: “生命内部

整体间的复杂性  —  这远比物理学意义上的宇宙复

杂得多  —  只能用一个‘有智慧的源头’来解释.” 
 
 诚然, 宇宙和生命是智慧设计的明证, 也间接

证明一位充满智慧和慈爱的全能之神的存在. 我们在

本期《家信》中的“福音亮光”、“受造之颂”和“圣诗

歌颂”专栏, 刊登有关“智慧设计”的文章. 深愿读者借

着阅读和认真思考后, 也能像包博格(Carl Boberg)所
写的诗歌那样唱道: “我主我神, 当我望宇宙浩渺, 满
怀畏敬, 细察创造奥妙 … 万有到处, 有祢权能显明. 
我便歌唱, 向祢高声颂扬: 祢何伟大! 祢何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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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旷野路途中的 
红母牛、灵磐石与铜蛇 

(民数记 19 章、20 章和 21 章) 

 
 
(A) 序言 

 

在旷野路途中,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常会沾

染不洁与玷污. 如何应对这些污染呢? 约翰·达秘

(John N. Darby)在评注民数记

第 19 章时写道: “为了不让百姓

与神的交通因不洁而受到阻碍, 
就必须有所供应, 来除去旷野

路途上的玷污. 正因此故, 红母

牛的献祭与其他相关事物都记

载于此段经文中, 因为这里是

论到如何应对旷野路途中的玷

污.”1 现在我们就从预表(type)2的观点, 来思考红

母牛、灵磐石和铜蛇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 并祂

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   
 
 
(B) 红母牛所预表的基督 (民 19:1-22; 来 9:13-14) 

 

这方面有关基督的预表(指红母牛预表基

督一事), 不列于耶和华从会幕里吩咐摩西的祭物

当中(特指利未记 1 至 6 章). 神在祂子民走在旷

                                                           
1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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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 shadows)与“实体/真
体”(fulfillments /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参 来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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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

表简介一/ 【注: 也参“圣经预表简介(二)、(三)、(四)”】. 

野路上时, 才赐下红母牛的条例, 这点意义深远. 
这一章(指民数记第 19 章)是给在世上作客旅和

寄居的人(民 19:10,3 参 来 11:13). 红母牛这祭牲

所带来的洁净和恢复是有莫大的价值, 特别是当

以色列百姓明白他们的路程充满着玷污(污染, 
defilement)的特性. 照样, 只有当人明白他们所经

过的世途是荒芜险恶时, 才能真正赏识红母牛所

预表的真理.      
 
红母牛是基督美丽的预表, 这是无可置疑

的. 它是完全红色(“纯红”, 民 19:2), 没有瑕疵的. 
这肯定不是常见的牛, 有趣的是, 人没有见过其

他像这样的红母牛.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此

完美独特的人. 此外, 红母牛只被献上一次, 但它

灰烬(另译“骨灰”, ashes)的价值却存留下来, 被保

存在干净之处, 可供多次使用, 来洁净那被污染

之人(民 19:9-10).4 这红母牛是无瑕无疵, “没有残

疾, 未曾负轭”(民 19:2), 这点指向神那无瑕无疵

的羔羊(主耶稣基督, 彼前 1:19: “无瑕疵、无玷污

的羔羊”), 如彼得所见证的, “祂并没有犯罪, 口里

也没有诡诈”(彼前 2:22, 注: 祂未曾负“罪的轭”). 
 
红母牛被带到会幕

门(gate)外宰杀, 这点预表

主耶稣受难之处 , “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

成圣, 也就在城门(gate)外
受苦”(来 13:12; 注: 各各

他[或称“髑髅地”]是在耶

路撒冷城门外). 
 
值得一提的是, 红母牛的灰烬被收集起来, 

“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民 19:9), 用来除去污秽.5 
作为一个客旅, 走在旷野路途中, 他可能触碰到

死尸或骨头, 因此遭受玷污, 成为不洁. 他将失去

特权, 直到这污秽被除去. 要除去这污秽, 只有一

                                                           
3   民 19:10: “收起母牛灰... . 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
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 
4   民 19:9-10: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 存
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调做除污秽的水. 这本是

除罪的. 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这要

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 
5   民 19:9: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 存在
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调做除污秽的水. 这本是除
罪的.”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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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行的途径  —  把红母牛的灰“放在器皿里, 
倒上活水”(民 19:17),6 然后洒在那人身上. 

 
这一切给我们基督徒带来何等有益的教

训, 因我们经常接触污秽的事, 需要每日的洁净. 
红母牛的灰与活水要一同使用. 这“灰”(灰烬)指
向那一个祭物(意即主耶稣在十架上的代死牺牲), 
而“水”则代表神的话语  —  即圣灵用基督十架代

死的能力来苏醒及恢复我们的心灵, 洁净我们的

罪孽. “若… 母牛犊(或译“红母牛”, heifer)的灰,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
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祂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来 9:13-14). 

 
(C) 灵磐石所预表的基督 (出 17:5-6; 民 20:7-13) 

 

 出埃及记第 17 章和民数记第 20 章分别预

表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工作, 以及祂被高

升. 圣灵曾在几处经文中, 把这两块磐石联合起

来讨论. 例如 诗篇 78:15-16 是值得留意的: “祂在

旷野分裂磐石, 多多的给他们水喝, 如从深渊而

出(指出埃及记第 17 章). 祂使水从磐石涌出, 叫
水如江河下流(指民数记第 20 章).” 上述第一个

磐石是在出埃及记第 17 章, 第二个磐石则在民

数记第 20 章. 我们在 林前 10:4 读到: “也都喝了

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在出埃及记第 17 章的“磐石”一词在希伯

来原文是 Tsur {H:6697}, 或作“基岩”(bedrock). 
但在民数记第 20 章, “磐石”一词在希伯来原文则

是 Sela {H:5553}, 或作“高耸的磐石”(high rock). 

                                                           
6   民 19:17: “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

(ashes … of purification for sin)放在器皿里, 倒上活水.” 

这两个预表(基岩和磐石)指明一切属灵的福气都

源于这两个磐石(指基督).  
 
 首个磐石被摩西用杖击打, 这预表基督被

耶和华击打. 在以赛亚书第 53 章, “被神击打”(赛
53:4)提醒我们关于在何烈山(被击打)的磐石, 指
向在十架上的基督. 摩西所用的杖是审判之杖, 
而大量的水流了出来, 白白地、完全地满足了口

渴之人的需要. 这是将来 启 22:17 中所赐的救恩

之写照,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这
生命的水代表神的救恩, 即借着击打基督  —  救
赎的基岩  —  而获得的救恩!  
 
 民数记第

20 章的击打磐石

是发生在 40 年后, 
在加底斯(Kadesh)
的地方. 这里的磐

石在希伯来原文

是 Sela , 指高耸的磐石. 这点预表被神高升的基

督. 那时的以色列人因为无水而口渴. 耶和华大

发怜悯, 吩咐摩西向磐石说话(吩咐磐石流出水

来), 且要手拿着杖, 而此杖有可能是亚伦发芽的

杖, 象征荣美的复活(指基督的复活).  
 
 磐石被击打一次, 预示基督的死(在十架上

代死), 而这死不再重复了(注: 这是 来 10:12 所教

导的真理: “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

的右边坐下了”).7 可是, 摩西失败了, 他没有向磐

石说话(吩咐磐石), 而是击打磐石. 他因此破坏了

神高举之子所预表的真理. 从这被高举(得荣耀)
的基督流出圣灵的活水, 这正是主在 约 7:37-39
所说的: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虽然摩西失败了, 耶和华却赐下丰盛的恩

典, 使磐石仍然流出许多的水来(民 20:11: “有许

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尽管如

此, 审判依然临到摩西身上. 他因此被禁止带领

百姓进入迦南美地(注: 神兴起约书亚代替摩西领

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这应许之地, 而摩西也死在

迦南外的摩押地[申 34:1,5] ). 
 
                                                           
7   也参 来 10:14: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

的人永远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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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lia M. Hull 

(D) 铜蛇所预表的基督 (民 21:5-10; 约 3:14-15) 
 

 耶和华从那被击打的磐石赐下许多的水, 
为以色列民解渴. 不久之后, 以色列人再次因面

临困难而沮丧, 又开始埋怨神和摩西. 他们发出

的问题证明他们不信神的应许, 即不信神会按应

许赐给他们迦南地: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

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 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民 21:5). 结果, 神
差遣火蛇进到百姓当中, 导致大量的死亡. 
 
 当以色列百姓首次真正承认自己的罪时, 
他们请求摩西向耶和华祷告, 求祂拿掉火蛇. 他
们现在领悟到他们所埋怨的神和摩西, 正是他们

唯一可以投靠的对象. 只有当人审判自己的肉体

私欲, 承认自己的罪恶, 人才可以倚靠神的拯救. 
因着摩西的代求, 神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 “挂在

杆子上; 凡被咬的, 一望这蛇, 就必得活”(民 21:8). 
摩西按照神的方法

去行, 凡仰望铜蛇

的人都得了医治. 
 
 这铜蛇并非

圣经中最简单的预

表, 而是最深奥的

预表之一. 它说明

获得救恩的方法是

简单的 (即“望”则
“生”), 但其意义唯

有神知道. 多少世

纪以来, 没有旧约圣徒可以完全明白它的价值, 
或看出它是在说明获得生命(指永生)的方法, 也
无人看出铜蛇与基督的关联. 
 
 当主耶稣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

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 3:14). 尼哥底母听了这话, 
究竟有何感想? 这是首次铜蛇所预表的教训被揭

开  —  被主耶稣这位“拉比”(参 约 3:2)揭开. 主耶

稣指明自己(如铜蛇一般)会被高举在十架上, 来
解决罪孽和悖逆的恶果, 成为属神生命的来源. 
神不仅把这预表(指高举铜蛇一事)赐给旧约圣经

中最谦卑的人(指摩西), 也通过世上最谦卑的人

(指救主耶稣), 来向新约圣经中最谦卑的人之一

(指尼哥底母)解明它的意义. 
 

 福音信息所呈现的真理就是: 靠信心仰望

主耶稣, 那位为我们被钉十架的主耶稣, 这样就

能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 使我们获得永远的

生命.8 感谢神所预备的救恩  —  “望-则-生”！   
 
 
(D) 结语 

 

结束前, 让我们引述英国的斯塔布斯(John 
J. Stubbs)对民数记 21:4-9 的评注: “凡用信心仰

望的, 就是以神话语为根据的人, 就得以存活. 这
方面的医治是即刻与全面的. 它是神的大能所施

的神迹. 神并没有用一般的治疗法来除去蛇毒. 
一个中毒垂死的以色列人可以这样推论: ‘一块没

有生命的铜怎能给我带来医治呢?’ 若是这样想, 
就必死无疑! 神的救治法虽然简单, 却很有效. 同
样的, 现今的人可能质问在十架上受难的救主怎

能满足我的需要, 洁净我的罪, 使我可以上天堂

呢? 人因着灵性眼瞎而不愿顺从神那简单的救恩

之道... 
 
“当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谈到人需要新

生命(new birth)时, 便向他指明人可以借着信靠

祂而获得重生. 主耶稣引用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来

贴切说明此事. 在所有旧约圣经的故事中, 主特

选这一个论到以色列失败和犯罪的故事, 显示律

法或任何事物都无法帮助他们. 他们只有靠着神

恩典的行动, 方能获得拯救. 这铜蛇和它被高举

的背景显然是预表主耶稣. … 正如铜蛇必须被举

起, 才能为那些垂死的以色列人提供即刻与有效

的救治, 照样地, 世人也因着自己的罪而面临灵

性的危险  —  永远的死亡. 
罪人靠信心仰望那被高举在

十架上的基督, 才能获得立

刻的救治.”9  
 
英国的阿米莉亚 ·赫

尔(Amelia M. Hull, 约 18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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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24, 125 页; 
另在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9   John J. Stubbs, “Number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280-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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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敬道弟兄 

C. H. Mackintosh 

1884 年)所写的诗歌适切地阐明上述真理:  
 

抬头望! 主耶稣被钉在十架上; 
仰望主, 立刻能得永生; 

尔罪人来仰望! 仰望主, 即安康! 
主原来为罪人甘舍命. 

 
望! 望! 望则生! 

抬头望! 主耶稣被钉死十架上; 
仰望主, 立刻能得安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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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叫人洁净的红母牛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红母牛”这个预表为何记

在民数记, 而不是利未记? 利未记

头七章讲论献祭及其道理, 但并

没有提及红母牛. 为何如此? 这是

民数记特色的另一描述. 红母牛

主要是旷野的预表. 神为途中遭

受染污而提供方法, 预示基督的

死能洁净罪, 使我们行经邪恶的

世界, 得着洁净, 直到天家永远的

安息. 红母牛的象征, 意义深广.  
   

民 19:1-2: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

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 乃是这样说: 你要吩咐以

色列人, 把一只没有残疾, 未曾负轭, 纯红的母牛, 牵
到你这里来.” 

 
当我们带着信心的目光仰视主耶稣的时候, 祂

不但是那位无瑕疵的, 有圣洁位格的主, 而且是从未

曾负罪轭的. 所有的预表、影象, 都是要把祂展示出

来, 由同一位守护者小心地陈列. 因此, 红母牛的条例

教训我们, 我们的救主不但在祂的人性上、内在和与

生俱来的本质上, 是纯洁无瑕的, 而且在出生及友谊

上, 也是完全白璧无瑕, 从未沾染过罪污. 祂圣洁的颈

项上没有罪轭的痕迹. 当祂说“我的轭”(太 11:29)时, 
是那在凡事上从心里顺服父神旨意的轭. 这是祂唯一

曾带上的轭, 在祂完美无瑕的一生中, 这轭从未离开

过祂, 从作无助婴孩的日子, 直至在十字架上作牺牲

完结生命为止.  
 

                                                           
10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276 首. 

但祂从未负过罪轭. 祂上十字架赎我们的罪, 
为完全洁净罪立好根基; 然而祂完成赎罪的工夫, 证
明祂是那位在一生可称颂的日子中从没有负罪轭的. 
祂是“无罪”的, 故此配完成那伟大、荣美的赎罪工作. 
看祂在一生中负上罪的, 就是看祂不配以祂的死赎罪

的. “没有残疾, 未曾负轭” 要谨记“没有”和“未曾”两
个词, 二者都是圣灵用作描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

的完美无瑕的. 不但是内里无瑕疵, 而且行为也不沾

罪污. 祂的位格、祂的社交, 从没有留下把柄, 给罪或

死的权势有控诉的机会. 愿祂的名得着永远的尊崇! 
祂来到人中间, 接触一切人的境遇和状况, 但祂里头

没有罪, 行为上也从没有负罪的轭. 
 

民 19:3: “交给祭司以利亚撒, 他必牵到营外, 
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祭司和祭牲同是基督本身(位
格)的预表. 祂同时作祭司和祭牲, 在完成作祭牲工作

之前, 祂不会进入祂祭司的职事. 这就解释了第 3 节

末尾子句“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之意. 基督的死在地

上成就了, 所以不可当作祭司的职事看. 祂作祭司是

在天上, 并不是在地上. 使徒在希伯来书中清楚详尽

地宣明说: “我们所讲的事,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

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 这帐幕是主所支的, 不
是人所支的.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 祂若在地上, 必不

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来 8:1-
4). 又说道: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作了将来美事的

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

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

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因

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

的影象),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来
9:11-12, 24). 又有话说: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

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来 10:12).  
 

然而, 我们不可忽略祭牲死的地方. “他(祭司

以利亚撒)必牵到营外.” 正如前述, 祭司与祭牲一起作

基督的预表. 还有, “人(而不是祭司本身)就把牛宰在

他面前”. 因为基督的死并不是祭司的工作. 何等奇伟

精确! 可是, 圣经既是神亲自默示写下的, 这又有何惊

奇呢? 若是记着说, “他(祭司)就把牛宰了”, 那么, 民数

记第 19 章就与希伯来书的记载相违. 不! 圣经的和谐, 
照耀出无限光华. 但愿我们能辨别、细察! 

 
耶稣(基督)在城门外受苦. “所以耶稣要用自

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来 13:12). 祂
取了城外的位置, 从那里发出声音, 我们有否听见呢? 
我们明白了吗? 我们岂不该慎思耶稣受死的地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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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我们只收取基督的死所成就的美福, 而不寻求与祂

同受凌辱呢? 断乎不可.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

了祂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来 13:13). 这句话蕴含深

厚实意, 要鼓舞我们生命一切所有, 寻求与被拒绝的

救主站在同一位置. 我们岂可眼见祂在营外受死, 而
自己却在营内收取祂受死所成就的美福? 我们岂可在

那弃绝我们的主兼师傅(master)之世界, 寻求属世的

家园、地位、名誉、产业? 我们应否与这世界为友, 
而这世界又容不下那可称颂的主, 就是那给我们今生

及永远福乐的主? 我们的夫子(主耶稣)生于马槽, 死
于十字架, 葬于别人的墓里. 我们应否相反追求世界

的尊荣、品位、财富呢? 愿我们的心都说: “没此虚

想.” 愿我们的生活都表明  —  “不以地上的事为念.” 
但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向圣灵的呼召  —  “出到营

外”, 献上顺服的回应. 
 
基督徒读者啊, 当我们看基督的死的时候, 要

看得见两点. 第一, 为罪的祭牲; 第二, 为义的牺牲. 祭
牲在神手下, 牺牲在人手下. 祂为罪受苦, 免了我们承

受罪的苦刑. 愿颂赞永远归给祂的名! 但是, 仍要有一

牺牲受苦, 就是祂在人手下, 
为义受苦. 也许, 我们都晓

得这些吧.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

祂受苦”(腓 1:29). 为基督

受苦, 是积极的恩赐. 我们

都能领受吗? 
 
民 19:4: “祭司以利

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 
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这是实际洁净的稳固基础. 至于

这方面的预表, 我们晓得, 那蒙默示的使徒告诉我们, 
这只是“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来 9:13)的问题. 但我们

要从预表看见真体, 从影象看见本体. 在会幕前弹红

母牛血七次, 预示基督的血向神完全地献上, 叫这里

成为神与人良心的唯一相聚之处. 这常看见的“七”字, 
表示完全之意. 这个影象给我们看见基督完备的受死, 
是为罪代赎, 献在神面前, 并蒙神悦纳. 一切都根据这

神圣的根基. 宝血已经流了, 并且献在圣洁的神面前, 
为罪作完备的代赎. 人只要凭简单的信心接受这代赎

的工, 他的良心必蒙救拔, 脱离一切罪咎, 和定罪的恐

惧. 在神面前, 除了基督完备的代赎工作, 其他一无所

有. 罪已经获得审判了, 我们的罪已经除去了. 基督的

宝血已经把罪完全涂抹了. 凡相信这工的, 良心必得

享完全的平安.  
 
有一点读者要认真注意. 在民数记 19 章的下

文, 洒血没有再提及了. 这恰好与希伯来书第 9 及第

10 章的教训吻合, 再次证明圣经的和谐完备. 基督的

牺牲既是神圣完全, 就不须有第二次(的牺牲献祭)了. 
牺牲的功效是神圣、永存的.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手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

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

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母牛犊的灰, 洒在不

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藉着

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祂的血岂不更能

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事奉那永生 

神吗?”(来 9:11-14). 请细察那两个有力的词: “一次”
和“永远”. 它们是何等的美妙 , 展示基督牺牲的神

圣、完备功效. 宝血一次且永远有效的流了. 人若想

重复这伟大的工作, 就是否认赎罪的永远、全足之价

值, 并且把赎罪的宝血低贬, 看之为牛羊的血.  
 
民 19:5-9: “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 …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 都丢在烧牛的

火中. …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 存在营外

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 这本是

除罪的.” 神的旨意是要百

姓从一切罪污得着洁净, 并
且在这现今邪恶, 充满死亡

和污秽的世代过分别为圣

的生活. 这种分别的生活 , 
是靠人心遵从神的话, 并圣

灵的能力方能成就的. “基
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

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

这罪恶的世代.”(加 1:3-4). 
再看: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

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 特作自己的子民, 热心

为善”(多 2:13-14). 
 
我们既站着、凝视民数记第 19 章焚烧的红母

牛, 察看那堆奇异的灰, 从中可寻见什么? 有人会答道: 
“我们寻见自己的罪.” 是的, 我们感谢神, 并祂的爱子. 
我们实在寻见自己的罪、罪孽、过犯、丹红的罪咎, 
一切都成了灰烬. 但是否没别的呢? 能否细心分析一

番, 再寻见多一些呢? 诚然可以. 我们寻见本性, 每一

阶段, 从高至低的都出现. 此外, 还有世界的虚荣. 香
柏木和牛膝草代表(人类)本性的两端; 两端既指明出

来, 就必包括二者之间的了. 所罗门“讲论草木, 自利

巴嫩的香柏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王上 4:33).  
 
凡细心查考圣经的人, 都看出“朱红色”表示人

的英伟、属世的威尊、今世的荣华、人的荣耀. 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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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焚烧红母牛为一切属世威尊、人的荣耀之结

束, 并肉体和一切属肉体的都完全弃绝. 这就是焚烧

红母牛的深切意义. 它显示一个人鲜少注意的真理, 
就是注意了, 也会随时忘记  —  这真理藏在使徒永志

的记载里: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

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 6:14).  
 
我们太容易接受十字架为逃避一切罪果和神

全面悦纳的凭据, 同时又拒绝它是从世界完全分别出

来的准则. 十字架已把我们, 与我们途经的世上和一

切属这世界的, 永远地分别出来了. 我的众罪是否除

去了? 是的. 根据什么? 根据在神眼中基督完备的赎

罪牺牲. 这正是那救我们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之依据  
—  从一切的潮流、言论、习惯、原则中救了出来. 
信徒若认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和精义, 就必晓

得他(信徒)不属这世界. 十字架把他移离地上的一切

事物, 使他在世上作客旅、寄居的. 那真诚献主的心

看见十字架的黑暗印在今世的虚荣、光辉、华美、

潮流上. 保罗看见这点, 他所看见的使他看这世上的

一切如同渣滓, 无论它们是怎么高尚、具吸引、瑰丽

的. 那位在迦玛列门下受教的保罗对这世界评价, 说: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保罗是这样的看, 每位基督徒  
—  地上的客旅、天上的国民  — 也当如此; 不但在情

感上和理论上, 而且在生活实况上也是如此.11 
 
 
***************************************** 

附录二 :   流水解渴的灵磐石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荒野里有多幕悲伤和试炼的景象, 我们必须都

经过和体验它们. 在民数记第 20 章, 以色列人正经过

这段路程. 民 20:2-5 说: “会众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

摩西、亚伦.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我们的弟兄曾死在

耶和华面前, 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

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 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 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 这
地方不好撒种, 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 
又没有水喝.” 

 
这正是深切试炼摩西的时刻. 那时的情景很难

想象, 面对 60 万埋怨的百姓, 要听他们猛烈的抨击, 
又要听取他们因不信而发、对一切不幸遭遇的指责. 

                                                           
11   以上附录一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

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 第 289-306 页. 

这一切并非平常的忍耐和试炼 . 肯定地说 , 这位亲

爱、可敬的仆人感到事情何其难当, 我们对此不感到

惊奇. 民 20:6: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 俯
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摩西一再俯伏在神面前. 情景实在感人. 离开

这群喧嚣的百姓, 亲自来到这位独一、赐足够能力面

对这光景的主面前, 这是美善的, 也是最美好的解救. 
“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他们没有前

来回答百姓, 只“离开会众”, 投靠永生神. 他们所做的, 
没有比这个更好. 除了那赐一切恩典的神之外, 谁能

满足旷野生活的万千要求? 摩西起初上路时, 说了很

有意思的话  —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

们从这里领上去”(出 33:15). 肯定地, 他这样讲是合

宜、有见识的. 属神的同在是回答百姓要求的唯一答

案. 神的同在是全足全丰的, 神的库藏永无穷尽. 祂永

不叫投靠的心失望. 我们要常谨记这点.  
 
神喜悦人使用祂的供应, 祂对百姓的要求, 从

不感疲倦. 我们的心若常谨记这点, 我们就必少听到

不耐烦、不满意的声音, 反而多有感谢、赞美的话. 
但正如我们常指出的, 荒漠生活试炼每一个人. 这种

生活验证我们里头的一切. 感谢神, 祂给我们预备所

需, 在祂里头藏着的一切丰富, 都显露出来了. 
 
民 20:7-1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拿着杖去, 

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

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 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

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
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

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 用杖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
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读者要注意上述经文的两件物, 就是“磐石”和

“杖”. 二者均代表基督, 都给人莫大的恩福; 但二者说

明两面. 林前 10:4 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

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十分清楚了然, 不必另作猜测

了. “那磐石就是基督”  —  基督为我们被击打.  
 
至于“杖”, 要谨记, 那不是摩西的杖  —  摩西

的那根权杖  —  那能力的杖. 若是, 就跟实况不符. 权
杖完成了工作 , 曾击打磐石一次 , 这已经足够 . 出
17:5-6 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

河水(参看 出 7:20)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
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

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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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预表基督为我们被击打, 在神的手下, 承

受审判. 读者会注意一个子句: “你先前击打河水的

杖.” 为什么是河呢? 为什么特别指着那次杖击的事呢? 
出 7:20 就是答案: “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

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 这变水为血的杖再

用来击打那预表基督的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使
生命和清新的泉水涌流.  

 
这击打只能有一次, 不可重复! “因为知道基督

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他死

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祂活是向神活着”(罗 6:9-10).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

罪. …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来
9:26, 2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

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前 3:18).  
 
基督不能再次受死, 故此, 摩西击打磐石两下

是错的  —  而这样击打磐石也是错的. 摩西蒙晓谕, 
要拿着“杖”  —  亚伦的杖  —  祭司的杖, 然后吩咐磐

石. 赎罪工作已成就了, 我们的大祭司已进入天堂, 如
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那属灵的泉水, 根据已成就的

救赎, 要流到我们这里, 并有基督的祭司职任作伺候, 
就是亚伦发芽之杖所预表的.  

 
但摩西犯了大错, 第二次击打磐石  —  甚至这

次用杖击打也是错的. 显而易见, 用亚伦的杖击打磐

石, 会破坏了它可爱的芽. 简单的说, 祭司的杖就是恩

典的杖. 摩西看不见这点, 就不能叫神得着荣耀. 他轻

率地说了话, 结果, 他不得过约但河. 他的杖不能带领

百姓过去  —  只有权威怎能应付那一大群埋怨的百

姓呢? 神不准他过去(指进迦南地), 因为他在会众眼

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  
 
然而, 耶和华顾存自己的荣耀. 祂在百姓面前

尊自己为圣. 虽然百姓背叛、埋怨, 摩西犯错、失败, 
但耶和华的会众仍可以从那击打的磐石取饮涌流的

泉水. 不单是这样, 恩典得胜了以色列人的怨言, 给了

他们水喝, 至于摩西, 当我们翻开申命记第 34 章时, 
恩典也向他照出奇异金光. 恩典带摩西登上毗斯迦山

顶, 从那里把迦南地指示他看. 有神同伴, 观看迦南地, 
比同以色列人一起进去更美. 但不要忘记, 摩西因说

了轻率的话, 所以不能进入那地. 神在恩典中带他上

毗斯迦山, 神的管治(管教)不准摩西入迦南地. 这两点

发生在摩西生平的事迹, 有力地申明恩典和管治的区

别. 十分有意思, 且有重要、实际的价值! 神赦宥并赐

福, 但管教治理仍要执行. 我们要常谨记这点, “人种

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加 6:7). 这是神管治方法

的原则, 是极其严肃的; 然而,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
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 5:21). 愿一切颂赞

都归给祂, 因祂是这恩的原头, 且使恩典涌流不息!12  
 
 
***************************************** 

附录三 :   叫人望则生的铜蛇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同一个可悲的故事周而复始  —  “旷野的怨

渎”. 当神可怕的审判一个接一个地临到埃及, 百姓看

逃离埃及是十分美好的. 那时, 埃及地的肉锅、韭

菜、葱、蒜并不太吸引; 他们正身处那受顶撞之神对

埃及施行的沉重灾祸中. 但现今忘记了灾祸, 肉锅却

历历在目.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出 16:3).  

 
这是什么话! 人竟愿在黑暗死地, 坐在肉锅旁

边, 而不愿与神同行, 经过旷野, 并吃从天降下来的粮. 
主亲自从荣耀中下到荒漠地, 因为祂的赎民在那里. 
祂降卑到地上来, 忍受他们一切的顶撞  —  “在旷野

容忍他们”. 这一切的恩典和无穷的屈尊, 以为会令他

们心存感谢, 谦卑地顺从. 但不是呢! 那最早的试炼已

叫他们发出呼喊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

华的手下!” 
 
然而, 他们很快便尝到怨渎的苦果. 民 21:6: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 以色

列人中死了许多.” 蛇是他们不满意念的源头, 他们被

蛇咬了之后, 他们的光景正显出其不满的真相. 主的

百姓若不能喜悦、满意地与祂同行, 他们必尝到蛇的

势力. 哀哉! 无论怎样去经历, 这势力都是极可怕的. 
 
蛇咬的经历教以色列人感到自己的罪来. 民

21:7 说: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怨渎耶和华和你, 
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

西为百姓祷告.” 这是神施恩典的时刻, 人的需要一直

以来是神施行恩典、怜悯的对象. 以色列人说“我们

有罪了”的时候, 就没有阻碍了. 神能够行事, 这已经

足够了. 以色列人怨渎时, 答案就是被蛇咬; 以色列人

认罪时, 答案就是神的恩典. 在一方面, 蛇是人败坏的

工具; 另一方面, 铜蛇是人恢复得福的器皿. 民 21:8: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杆子上, 凡
被咬的, 一望这蛇, 就必得活.” 那曾造成灾害的, 现今

被造成疏通恩典和丰富怜悯的管道, 医治那受伤的罪

人. 何等清楚、美善的预表, 展示基督的钉十字架! 
                                                           
12   以上附录二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

释义》, 第 320-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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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常见的错觉, 就是以为主耶稣使神的忿

怨转消, 多于流露祂的爱. 祂为人忍受神的忿怒, 是千

真万确的. 而事实不单如此. 祂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 
死在被咒诅的木头上, 好借着祂的死, 打开神爱的永

久泉源, 流到可怜、叛逆的人当中. 最重要的, 是给我

们看见一幅与众不同的图画, 展示神对罪人所显明的

属性. 除了罪人在真道上完全被建立, 并享受神的爱

之外, 没有别的能领人回到真正幸福和圣洁的地步. 
蛇在伊甸园里的首要工作, 是袭击受造之人, 摇动他

对神的爱和恩慈的信心. 于是, 人对神安排他的位置

产生不满. 结果是人的堕落  —  人怀疑神的爱所导致

的立时结果. 人的恢复, 必须由相信祂的爱开始. 神的

儿子亲自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 3:16).  

 
这节经文与“我们的主明确表示自己是铜蛇真

体”的教训, 有紧密的关系. 祂是神的儿子, 从父那里

差来, 肯定地, 对这灭亡的世界来说, 祂是神爱的恩赐

和真体. 祂也曾被举起在十字架上, 为罪代赎, 因为唯

有这样, 属神的爱才能满足该死罪人的需要. “摩西在

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单起来, 叫一切信祂

的都得永生”(约 3:14-15). 全人类都感到蛇的毒螫, 但
那赐一切恩典的神从那位被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

督寻得救法. 今天, 祂呼召所有感到被蛇咬的人来, 仰
望耶稣基督得生命、平安. 基督是神的伟大条例, 借
着祂宣告一个给罪人圆满、白白、从今时直到永远

的救恩. 这救恩十分完全, 根基稳固, 与神的一切属性

及神宝座的一切要求, 完全一致无间. 故此, 撒但完全

无言以对. 复活是十字架工作及祂死在十字架上之荣

耀的属神明证(证明神已悦纳了这一切). 因此, 信徒在

罪的问题上, 有一个可令他享受极深安息的答案: 神
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满足的喜悦, 而祂今日在基督里

看所有信徒, 因此祂也在他们身上找到满足的喜悦.  
 
请注意, 信心是罪人紧握基督救恩的方式. 受

了伤的以色列人只一望, 就活了. 他不是看自己、他

的伤口、或四周的人, 乃是直接、单一的望着神的救

法. 他若拒绝或不愿望那救法, 就只有等候死亡了. 他
蒙召前来, 诚恳地定睛在神的救法上; 这救法立在人

人可见之处. 仰望别处是全无用处的, 因为经上记着

说: “凡被咬的, 一望这蛇, 就必得活”(民 21:8). 被咬的

以色列人只可仰望铜蛇, 因为铜蛇是神为他们预备的

唯一救法. 望别处只会一无所得, 唯有仰望神的预备

必得生命.  
 
今天也是一样. 罪人只须单单仰望耶稣基督. 

不是叫他仰望律法条例、仰望召会、仰望伟人或天

使, 何一样都无济于事. 因此, 他只单单仰望耶稣, 祂
的复活成了信徒的平安和盼望的永远根基. 神向人保

证: “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这应使人心

和良知全然满意. 神满意了, 我们也该如此. 起疑惑就

是否认神的记载. 若有以色列人说“我怎知望那铜蛇

就可康复?” 或者他来注视自己缺点的重大和无望, 开
始质疑“仰望神的预备”是无用的; 那么, 若这些(或任

何)东西防碍他仰望铜蛇, 可以说, 就是人凭己意正面

的拒绝神了. 那无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死亡.  
 
因此, 对罪人来说, 他以信心仰望耶稣基督的

一刻, 他的罪就消失无遗. 耶稣的血如同有大洁净能

力的泉水, 流盖他的良心, 净涤每一丝罪, 没有留下瑕

疵、皱纹等类的. 这一切本在神圣洁的光下, 是不能

稍微被容忍的(因微小的罪, 神也不容忍).  
 
在完结铜蛇的默想之前, 有必要查看一下, 被

咬的以色列人蒙召来望铜蛇, 是一项针对“个人”的要

求. 每个人都要亲自前来一望, 不可为别人作这一望. 
这是一项个人性的问题. 无人可找他人代理以作推辞. 
一望就活了, 但必须愿意一望. 必须有个人性(personal)
的连系  —  个人、直接、与神之救法的接触.  

 
古时的要求怎样, 现今也是一样. 我们要亲自

来见耶稣基督. 召会(教会)不能救我们  —  祭司或执

事的品次也不能救我们. 罪人必须亲自与救主接触, 
否则得不着生命. 民 21:9: “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硐蛇, 
就活了.” 这是神昔日的命令, 也是祂今天的命令, 因
为“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单起来.” 
要留心两个词语: “怎样”、“照样”; 因为预表怎样, 真
体也怎样. 信心是个人的事, 悔改也是个人的事, 救恩

又是个人的事. 让我们牢记不忘. 是的, 基督信仰有合

一和交通的真理, 但我们必须个别地(在灵里)面见基

督, 并与神同行. 我们不能从别人的信来获得生命, 更
不能靠别人的信活着. 我们再三强调, 基督徒生命和

生活事业的每个阶段, 都应有重要的个人参与.  
 
我们不再看这人人熟悉的预表“铜蛇”了, 但我

们祷告神, 求祂教读者亲自深入地默想, 把这旧约时

代影象所揭示的宝贵真理, 应用在他个人身上. 愿读

者蒙引导, 心意降服, 深入地仰望十字架, 把这珍贵的

奥秘吸入他心灵的深处. 愿他不满于只仰望十字架得

生, 而是寻求进深, 认识当中的深邃、奇妙意义, 然后

真挚地与祂联合.13 
 

                                                           
13   以上附录三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

释义》, 第 327-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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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德恩 (Andrew Loke) 

福音亮光                                灯台 
 

 

浩瀚的宇宙 

是否有位创造者? 

再思“第一因” 
 
 
(A)   引言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以上这首诗是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所写的

《仰望星空》. 诚然, 当我们在夜间抬头仰望星

空, 我们常会被它的寥廓深邃所吸引, 甚至感到

敬畏. 这浩瀚的宇宙从何而来? 宇宙是否有所谓

的“第一因”  —  创造者?  
 
圣经开宗明义地说: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创世

记 1:1). 骆德恩博士 (Dr. 
Andrew Loke)写道 : “从过

去一直到科学发达的今天, 
大多数人都相信有神. 对许

多人来说, 宇宙的伟大和奥

妙使他们对宇宙的创造者

产生敬畏.” 当然, 也有不少

人曾经问过: “怎么知道宇宙真的有创造者呢?” 
在人类历史中, 常被提出的理由如下:  
 
1) 宇宙论(cosmological argument): 曾有人提出

不同的宇宙论, 比如“卡拉姆式”(Kalam)、多

马式(Thomasian)等, 为的是要证明宇宙必定

有“第一因”  —  第一源头或原因(First Cause 

[卡拉姆 ] ), 使它继续存在 (First Sustaining 
Cause [多马式] )等. 

2) 设计论(目的论, teleological argument): 证明

宇宙或生命有一位设计者. 
3) 道德论(moral argument): 从道德价值和道德

规律证明有一位最高的道德者存在(highest 
Moral Being and Lawgiver). 

4) 神迹论(argument from miracles): 这是要证明

神迹曾在历史中发生, 而神迹证明神的存在

(或证明某某宗教信仰所敬拜的神是真神). 
5) 本体论(ontological argument): 从对神的观念

证明神必然存在. 
6) 经历论(argument from religious experience): 

从各人对神的经历来证明神的存在.14 
 
   基于篇幅有限, 我们在本文仅略谈上述

前两个论证: 宇宙论和设计论. 
 

 
 
(B)   宇宙的起源: 宇宙论 
 
 你遥望夜空时, 曾否想过宇宙有多大? 浩
瀚的宇宙从何而来? 它为何存在呢? 
 
 骆德恩博士指出, 科学家已经发现, 在银

河系里, 有超过二千亿的星球, 而照亮我们地球

的太阳, 只是其中一个星球. 我们若能以光速飞

行, 以每 1 秒钟大约 30 万公里的速度, 从银河系

的一端飞到另一端需要长达 10 万年的时间. 更
令人惊讶的是, 银河系只是那超过 1 千亿的星系

之一. 许多星系都有几亿个星球. 这个宇宙真是

大得令人深感敬畏! 这浩瀚寥廓的宇宙从何而来? 

                                                           
14   骆德恩著,《愈辩愈明: 从哲学、科学、历史论证基

督信仰》(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4年), 第 4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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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藻 (Denny Ma) 

 既然有一个宇宙, 就必定有一个超越它本

身的“个体”造成它的存在; 这乃是根据合乎逻辑

的因果律, 即一切有限之物都是由它本身以外的

另一“个体”造成. 因此, 一个合理的论点是: 宇宙

的开始需要一个成因(cause), 并且宇宙现在继续

存在也需要一个成因. 让我们分成两部分来思考

这问题.15 
 
(B.1)  宇宙的开始需要一个成因 
 这论证表明宇宙是有限的, 因为它有一个

开端, 而它之所以能够开始, 是由超越它本身以

外的另一“个体”造成的. 此论证可表述如下: 
 
1) 宇宙有一个开端. 
2) 任何有开端的必定由另一“个体”造成. 
3) 因此, 宇宙是由另一个体造成, 而这成因便是神. 

 
有些人为了避免上

述结论, 便说宇宙是永恒的, 
从未有任何起始点 ; 它过

去、现在、将来都一直存

在. 例如美国天文学家兼宇

宙学家萨根 (另译 : 塞根 , 
Carl Sagan, 1934-1996)说 : 
“宇宙便是现在所有、过去

所曾有、将来所会有的全

部”. 但科学证据强烈支持“宇宙有开端”的论点.16 
美国的贾斯乐博士(Dr. Norman L. Geisler)和布鲁

克(Ronald M. Brooks)写道:  
 

“宇宙乃永恒的”通常被称为状态恒常理

论(steady state theory), 相信宇宙不断地由

空无(nothing)中制造出氢原子(hydrogen 
atoms). 相形之下, “神由空无中创造”的论

点实在更具说服力. 同时, 研究宇宙起源

                                                           
15   除了另加注明之外 , 下文 (B.1)、 (B.2)、 (C.1)和
(C.2)主要参考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杨长慧译,《当代护教

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 年), 第 16-23 页. 
16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创始人兼前任总干事贾斯特罗博士(Dr. Robert 
Jastrow) 在 其 著 作 《 神 与 天 文 学 家 》 (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一书中, 为那些证据作总结时, 说: “有三种证

据: 银河的运行、热力学定律、星球的生灭历程, 共同指向

一个结论: 宇宙曾有开始.”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当代护教

手册》, 第 246页. 

的科学家一致同意: 宇宙是在一个突然

的、激变的情况下成形的, 这便是大爆炸

理论(Big Bang theory). 宇宙有开端的主

要证据来自热力学第二定律, 说明宇宙可

用的能量在消耗减少之中. 果真如此, 则
它不可能是永恒的; 现在正在消减的东西

必定曾经增加过.17 
 

马有藻写道: “宇宙论指出宇宙不会无缘

无故突然存在, 宇宙存在之先有使它存在的大能, 
此大能就是神. … 此辩证神存在之法亦称为‘因
果论’(aetiological argument), ‘果’是宇宙, ‘因’是
神, 而神是个不能使存在的‘因’, 因按定义而言神

不是‘果’, 祂是自有永有的‘因’.”18 
 
 根据合乎逻辑的因

果论, 我们知道宇宙必然有

一个开始 (即所谓的“果”), 
而神就是使之开始的“因”. 
使徒保罗说世人都晓得有

神的存在, “神的事情, 人所

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
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
人无可推诿”(罗马书 1:19-20).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 公元前 427-347)
是我们所知第一位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发展论证

的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 384-322)
步其后尘. 回教哲学家亚法拉比(Al-Farabi, 公元

870-950)、阿维森纳(Avicenna, 或称 Ibn Sina, 公
元 980-1037)以及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 (Moses 
Maimonides)都使用这种论据, 以证明神的存在. 
基督徒思想家当中, 奥古斯丁(Augustine)、阿奎

那 (Aquinas) 、 安 瑟 伦 (Anselm) 、 笛 卡 尔

(Descartes)19、莱布尼兹(Leibniz)以及现代许多

基督徒思想家都以此为神存在的有效论证. 

                                                           
17   同上引, 第 16-17页. 
18   马有藻著, 《基要信仰概论》(台北: 中国信徒布道

会, 1989 年), 第 33-34 页. 
19   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哲学

家、自然科学家、解释几何学的奠基人, 提出“我思故我

在”, 其哲学基础是“灵魂与肉体”、“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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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Dawkins 

 
William Paley 

 简之, 宇宙的开始需要有一个成因, 我们

称之为“第一因”, 就是圣经中所谓的神(或称“耶
和华”) ! 现在让我们思考这论证的第二部分, 即
宇宙现今继续存在也需要有一个成因. 
 
(B.2)  宇宙继续存在需要一个成因 
 现今有某个力量在维持着我们的存在, 使
我们不至于突然消失. 这个宇宙和世界不但需要

源起因(Originating Cause), 也需要一个保存因

(Continuing Cause). 这论证可用下列方式说明:  
 
1) 任何有限及会转变的东西存在, 必定有另外

的存在物作为它的成因: 该成因本身若是有

限的、会转变的, 它就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

东西.   
2) 不可能对成因作无限回溯: 换言之, 你不可能

不断地解释 B 有限物是 A 有限物的成因, C
有限物是 B 有限物的成因, 如此这般地继续

回溯下去, 因为这只不过是无限地拖延, 实际

上并未提出任何解释.  
3) 因此, 每一个有限及会转变的东西存在, 都必

定有赖本身具有成因的成因, 所谓第一因. 
 

以上这个论证显示为何这个宇宙或世界

必定有一个现行的、保存它存在的成因. 圣经告

诉我们, 这个成因(第一因)就是神, “起初, 神创造

天地”(创世记 1:1);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 …
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的, 又是为祂造的. 祂在万有

之先; 万有也靠祂而立”(歌罗西书 1:16-17).  
 
不过 , 无神论者如英

国 进 化 生 物 学 家 道 金 斯

(Richard Dawkins) 反驳说 : 
“如果宇宙是由创造者设计, 
创造者又是谁设计的呢?” 针
对这点, 骆德恩博士评述道: 
 

若我们认识宇宙论, 很轻易就能解答这

个问题. 首先, 第一“因”既然是“第一”, 就
不可能有另一个设计者设计祂, 不然, 祂
就不是“第一”了. 其次, 只有“有开始的东

西”(如“宇宙”)才可能是设计出来的, 无开

                                                                                                      
的二元论, 主要著作有《几何学》、《方法谈》、《哲学

原理》等. 

始的第一“因”不可能被设计, 因为祂无开

始, 所以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别的东西在

祂出现之前设计祂, 使祂存在(注: 这位

“第一因 ”是自有永有的神 , 出埃及记

3:14). 宇宙论证明无开始的第一“因”必然

存在, 也证明第一“因”是有自由意志的创

造者, 既然是“第一”, 祂也必定是宇宙的

定律的源头. 所以, 创造者是不可能被设

计出来的.20 
 
 
(C)   宇宙的设计: 设计论 
 
(C.1)  佩利的“钟表匠论证” 

大约 200 多年前, 一
位 英 国 牧 师 威 廉 · 佩 利

(William Paley, 1743-1805)提
出钟表匠的例子, 来证明有

神的存在. 他表示如果有人

在一块空旷之处发现一只手

表, 他会正确地下结论说: 由于钟表明显是出于

设计的产物, 所以显然有一位钟表匠(设计钟表之

人)的存在. 换言之, 这个有关设计的论证是以设

计的成果来证明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 此论证可

表述如下: 
 
1) 所有的设计成果都暗示设计者的存在. 
2) 这个宇宙有极其伟大的设计成果. 
3) 因此, 这个宇宙必定有一位伟大的设计者. 

 
第一前提是: 每当

我们见到一个精细或复杂

的设计成果时, 我们从以

往的经验知道, 那是出自

一位设计者的精心设计 . 
例如: 看见一个手表, 其存

在暗指有位钟表匠; 一座

建筑物暗指有位建筑师 ; 
一幅图画暗指有位艺术家; 
密码讯息暗指有位智慧的

发讯者等等 . 这是“因果

律”的另一表达方式.  
 

                                                           
20   骆德恩著,《愈辩愈明》, 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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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乐博士(Dr. Norman L. Geisler)和布鲁

克(Ronald M. Brooks)补充道:  
 

设计成果愈伟大, 设计者便愈伟大. 海狸

(beavers)制造木坝, 却永远无法建造任何

像胡佛水坝(Hoover Dam)21一样的建筑物. 
同样的, 就算有一千只猴子坐在打字机前, 
也永远无法写出《哈姆雷特》(Hamlet, 
又名《王子复仇记》 ), 22  但莎士比亚

(Shakespeare)却一蹴而成. 愈是复杂的设

计, 便需要愈高的智慧来成就.23 
 
 值得留意的是, 简单的型式与复杂的设计

完全不同. 雪花或石英水晶都有重复的简单型式, 
却完全出于自然. 另一方面, 石头上不会自然有

字句, 必定是某位有智慧的存有(或称: 有智慧的

存在体, intelligent being)将它们写上去的, 绝不是

自然而然发生的. 区别在于雪花和水晶有简单重

复的型式, 语言却传达复杂

的资讯, 而非只是不断的重

复. 自然因素被赋予某些环

境条件时, 也会产生复杂的

资讯.  
 

因此, 一个搜集石头

的人, 见到溪流中有小圆石

时, 并不会惊讶, 因为自然侵

蚀的结果是会使石头变圆. 但如果他发现石头上

有一个箭头的符号时, 他知道有一些富有智慧的

存有(存在体, being), 特意改变那石块的自然型态, 
因为被发现物(指箭头符号)的复杂性并非自然力

量所能解释. 此处论证所说的是复杂的设计, 不
是简单的型式. 设计愈复杂, 需要的智慧便愈大. 
 
(C.2)  宇宙和生物的复杂设计 
 以上论点自然而然地牵涉到第二个前提. 
我们所见到的宇宙(以及内中的人类), 是一个复

                                                           
21   胡佛水坝(Hoover Dam)是美国综合开发科罗拉多

河(Colorado)水资源的一项关键性工程, 位于内华达州和亚

利桑那州交界之处的黑峡(Black Canyon), 具有防洪、灌

溉、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  
22   《哈姆雷特》(英语: Hamlet)又名《王子复仇记》

是莎士比亚于 1599 年至 1602 年间所著的一部悲剧作品, 
是他最负盛名和被人引用最多的剧本. 
23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当代护教手册》, 第 16-17页. 

杂的设计. 宇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力量系统共同

发挥作用, 使整体互益. 生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发展; 一个单一的 DNA 分子(即所有生命的建筑

砖块), 便包含像一部百科全书等量(相同分量)的
资讯. 没有人在森林中看见一本百科全书, 会联

想不到它有一个富有智慧的成因. 所以当我们看

到一个生物, 拥有亿万个以 DNA 为基础的细胞

时, 我们该按同理假设: 那生物也应该有一个富

有智慧的成因(即“第一因”  —  神).24 连那本是无

神论者的萨根都承认人脑充满精细的设计. 他说:   
 

人脑中包含的资讯内容, 大概相等于“神
经元”(neurons)彼此之间的连接总数, 约
10 的 14 次方、100 兆个单位. 如果以英

文写出这些资讯, 将可写出 2 千万本书, 
世界上最大图书馆的馆藏也不过如此. 相
等于 2 千万本书的资讯置于我们每一个

人的头中, 我们脑所占的空间很小… 脑
神经的化学作用极其忙

碌, 似机器般的电气回路

比任何人造的机器都更

奇妙. …  
 
 有 些 人 按 照 “ 机

遇”(chance)的理由而反对此

说. 他们宣称: 就像掷骰子一

样, 任何组合都可能发生. 然
而, 这种反驳很难令人信服. 首先, 这设计的论证

并非靠机遇, 乃是由设计来论证, 我们从一再的

观察中 , 推定任何设计必有一个智慧的成因

(intelligent cause). 正如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
所举的例子, 如果你在一块空旷之处发现一只手

表, 你会说这只手表是自然的产物吗? 经过大风

狂吹下, 不同的零件“碰巧”地组合在一起, 结果变

成了计算精准的手表! 你认为这样的“机遇”会发

生吗? 这样的解释合理吗?   
 

第二, 科学是以重复的观察为根据, 而非

以机遇为根据. 因此, 上述的非议是不科学的. 最
后, 就算这是机遇(即“或然率”)论证, 有位设计者

存在的或然率一样甚高(意即“有设计者存在”的
                                                           
24   难怪诗人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
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 13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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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 (David Hume) 

可能性很高). 一位科学家计算过, 演变出一个单

细胞动物的纯机率, 是 1 对 10 的 4 万次方. 纯靠

机遇演变出一个比起单细胞动物复杂千万倍的

人类, 其机率低到无法计算(意即靠机遇变出一个

人类的可能性太过低了, 简直不可能!). 唯一合理

的结论, 便是在这个世界(宇宙世界和其中的生物)
的设计背后, 有一个伟大的设计者.25 正如计算精

准的手表, 背后肯定有设计者一样. 
 
 
(D)   怀疑者的一些疑问  
 

英 国 “ 不 可 知

论 ”(agnostic)的代表人物

休谟 (David Hume, 1711-
1776)和德国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曾问: “我们怎样能知道宇

宙的设计者是完美的?” 英
国进化论生物学家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也问: “怎么知道第一‘因’是全

知、全能、全在?” 也有人问: “怎么知道只有一

位第一‘因’, 而不是有两位、三位、六位…?”  
 
 对于这些疑问, 骆德恩回应道: “其实, 我
们无需从自然启示证明神的所有属性(圣经的罗

马书 1:18-31 也没有这样说), 我们可以说, 至少有

一位这样的创造者. 相信单一的第一‘因’非常合

理 , 配合普遍已接受的科学原则 ( 被称为

Ockham’s Razor),26 就是不应该乘以超出必要性

的原因, ‘多个因’的假设不如单一‘第一因’简洁, 
只要‘一位’第一‘因’就足以解释所有的存在物是

                                                           
25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当代护教手册》, 第 20-23页. 
26   “奥坎剃刀”(Ockham’s Razor / Occam’s Razor)是科

学家常用的原则. 这原则是: “我们不应任意加添不需要的

实体, 除非有充足的理由.” 有者提倡“多重宇宙”(multiple 
universes or multiverse)来解释为何偶然会产生出能让生命

存在的宇宙. 但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关启文写道: “很明显, 在
没有独立证据支持的情况下, ‘无数宇宙说’大大违反‘奥坎

剃刀’的原则(因为创造论[即“智慧全能的神设计与创造这

充满智慧设计的宇宙”]本身就可合理解释宇宙的由来, 编
者按), 这又可称为简洁原则(principle of simplicity).” 关启

文、陈海智、汤灵磐、谭振基合编,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

论》(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 147-148
页. 有关这“多重宇宙”、“众多宇宙”或“无数宇宙”的假设, 
请参本文附录.  

怎样来的(注: 这个论点没有否认单一的第一“因”
可以有三个位格[persons], 即所谓的“三一神”).27  
 

“我们还要问: 那没有东西产生, 没有开始, 
原本无时间(限制), 但有自由意志, 充满智慧, 超
乎宇宙一切能力的第一‘因’和设计者, 又是一切

事物、自然律、道德价值的源头是什么呢? 如果

不称呼祂是神, 要称祂什么呢?  
 
“休谟、康德、道金斯的提问不能成为我

们的借口, 不去理会这位第一‘因’, 因为人类的生

命和万物都是从这位第一‘因’而来. 华人有句成

语叫‘饮水思源’, 形容人享受所喝的水的时候, 要
想起水是从哪里来的, 譬喻我们不要把自己拥有

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 要思想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要懂得感恩, 不要忘本. 正如我们应该感谢父母

带给我们生命, 更应该感谢这位万有的源头(我们

的父母也是从祂而来). 我们应该敬拜这位创造者, 
而不是受造之物(这是罗马书 1:18-31 的重点).28 
 
 
(E)   宇宙的启发和圣经的启示  
 

亲爱的朋友, 当你遥望夜空, 仰望这浩瀚

的宇宙时, 曾否想过宇宙的亿万星体为何如此有

规律的运行呢? 当你观看大地, 发现四季交替、

水和气体的形成、生命的维持等等都是按照规

律而行. 为何宇宙的每个角落, 都是按照规律而

行呢? 为何这些规律能用如此优美和典雅的方程

式(比如, E= mc2 ; E=能量, m=质量, c=光速)和精

准的数字来形容呢? 这些方程式和数字似乎显示

有一种智慧在背后 . 没有理性的物体(mindless 
matter, 例如没有思考能力的石头和其他物质)怎
可能会有这样的秩序表现呢?  

 
自 16 世纪科学发展的开端至今, 很多科

学家也曾问过这个问题, 当中许多科学家认为, 
最合理的解释是: 宇宙会是这个样子, 会那么有

规律, 因为有智慧的设计者“定”它是这个样子, 这

                                                           
27   基于有限的篇幅和本篇的主题, 我们在此不谈“三
一神”(Trinity), 但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参阅《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如何明白及解释神

是三而一或三位一体的神/ . 
28   骆德恩著,《愈辩愈明》, 第 77-78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如何明白及解释神是三而一或三位一体的神/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如何明白及解释神是三而一或三位一体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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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Einstein 

些优美的方程式和精准的数字反映了这位设计

者(创造主)的思想. 比如伟大的科学家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认为, “优美的太阳、行

星和彗星的系统, 只能够由充满智慧、聪明的存

有(intelligent being)所设计和管理.”    
 
 20 世纪的科学大师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也承认 : “具有

高度组织的所有科研工作

背后, 有一个信念, 近似宗

教(信仰)情感, 对世界怀有

合理的信念… 坚定的信念

有一份深邃的感悟, 相信有一位超越的理性者, 
在人类经验的世界上显示自己, 那代表了我对神

的理解.” 他在另一处说: “每个认真从事研究科

学的人, 会相信自然定律表明了有一位‘灵’(spirit)
存在, 祂远远超越人类, 在祂面前, 我们只拥有微

薄的力量, 必须心存谦卑.” 
 
 此外, 著名的美籍奥地

利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哥德尔(Kurt Godel, 1906-1978)
说: “世界(指地球)的秩序反映

了一位拥有至高理性的管治者

的秩序.” 闻名的剑桥大学物理

学 家 波 金 霍 尔 (John 
Polkinghorne, 1930-2021) 29 解

释道: “科学家对于他们的研究所发现的理性美

感感到神奇… 科学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宇宙应

该是这样子(指充满秩序与设计), 这不应该被视

之为只是快乐的意

外… 科学家所观察

到的世界秩序充满了

思想的迹象, 宗教信

徒可以肯定, 神借着

祂的创作品(指宇宙

万物)显明祂的思想.”  

                                                           
29   波金霍尔(The Revd. Dr. John Polkinghorne, KBE 
FRS)钻研理论性基本粒子物理学长达 25 年之久, 曾任剑桥

大学数学物理学教授及剑桥大学女王学院院长. 波金霍尔

表示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协会的创立者兼首任会长(2002-
2004 年). 他写了许多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著作, 包括《科学

与神学》(Science and Theology [London: SPCK, 1998] ). 

 英国的科学家兼神学家麦葛福 (Alister 
McGrath)正确指出, 科学虽然给人类带来多方面

的进步, 却不能解释为何自然界有秩序, 也不能

解释为何自然界会拥有一种可供人类理性辨别

的秩序和系统(order and rationality), 然而, 基督信

仰的“有神论”却能解释为何如此.30 基督徒所笃

信的圣经不仅告诉我们: “起初, 神创造天地”(创
世记 1:1), 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也通过祂的使徒保

罗向人宣告: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

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

事 , 好像缺少什么 ; 自己倒将生命、气

息、万物，赐给万人. 祂从一本(血脉)造
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要叫他们寻

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

各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

乎祂. …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

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

祂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按

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 给
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 17:24-31) 

 
 为何这位造物主“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呢? 原来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不仅创造了人类, 
更要救赎人类! 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

罪, 罪就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

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5:12). 诚
然, 世人(包括我和你)都犯了罪(罗马书 3:23), 等
候的就是死亡的临到, 更可怕的是, 死后且有审

判(来 9:27), 这审判会导致所有罪人(无论所犯的

是大罪小罪), 都要面对火湖的永远审判(参 启示

录 20:12-15; 21:8).  
 

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下一句却说: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

生”(罗马书 6:23). 这位创造我们的神, 不愿一人

沉沦, 乃愿所有人都悔改得救(彼得后书 3:9), 所
以神差祂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代替我们

罪人死在十架上, 偿还我们的罪之代价  —  死, 
并且“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

福音 3:16). 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

                                                           
30   骆德恩著,《愈辩愈明》, 第 65-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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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罪羔羊”呢? 保罗说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给万

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 17:31). 主耶稣基督

死后第三天, 凯旋荣耀地从死里复活【有关这方

面的证据, 请参上期《家信》的“福音亮光”专栏

的文章】, 这就是神“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F)   结语  
 
 上文用“宇宙论”来说明, 第一, 宇宙必定有

所谓的“第一因”, 而这“第一因”必定是没有开

始、不受时间限制, 并有自由意志和超乎宇宙一

切能力的创造者. 第二, 设计论说明, 宇宙的规律

能用优美的方程式和精准的数字来描述, 所以相

信有一位设计者“定”它如此, 是合理的解释; 况
且, 要产生能让生命存在和维续的宇宙, 各种条

件必须被调合到极度准确才行. 这样精密的调合

必定是有一位充满智慧和能力的设计师, 我们称

祂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骆德恩贴切写道: “这位创造者既然精心

设计了整个宇宙, 好让我们能够生存, 祂必定非

常关心我们. 祂既然是一切事物、自然律和道德

价值的源头, 必定只有在祂那里才能找到人生的

目标和最大的满足. 祂既然是充满智慧的伟大设

计者, 我们在祂面前必须带着敬畏和谦卑的态度, 
信靠祂必定是人生最有智慧的选择.”31  
 

亲爱的朋友, 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永生, 与
那位创造和救赎我们的神建立美好关系, 就是人

生最有智慧的选择!   
 
 
***************************************** 

附录: 霍金的“众多宇宙”之假设   
 

有科学家如英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 1942-2018)主张: 或许有许多的宇

宙产生, 所以产生出一个能让生命存在的宇宙没有什

么值得稀奇. 针对这个论点, 骆德恩博士(Dr. Andrew 
Loke)指出 , “有多过一个宇宙”(multiple universes / 
multiverse)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要注意, 还没有任何足

够的证据证明有“那么多个宇宙”. 更重要的是, 用“许

                                                           
31   骆德恩著,《愈辩愈明》, 第 79 页. 

多的宇宙产生”来解释为何偶然会产生出能让生命存

在的宇宙, 还是不合理的, 原因如下: 
 
1) 如果确实是由于有许多的宇宙产生, 偶然产生出

能让生命存在的宇宙来, 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应该

更小, 因为“能让生命存在的小宇宙”偶然产生的

可能性, 比“能让生命存在的大宇宙”偶然产生的

可能性大得多. 比如, 英国数学物理学家彭罗斯

爵士(Sir Roger Penrose, 这位牛津大学数学系名

誉教授是 2020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推算, 太阳系偶然形成的

或然率是 1010(60) 之一分, 但这极

小的数目若跟宇宙大爆炸单单一

个“熵”的调和“1010(123) 之一分”相
比, 就更加大, 和 20 个类似微调

的常数相比, 更是大得不用说.32  
 
换言之, 如果宇宙的产生纯属偶然, 我们观察到

“宇宙只是太阳系那么小”的可能性比观察到“宇
宙比太阳系大这么多万倍”的可能性大得多. 但
我们却活在那么浩大的宇宙里面.  
 

2) 如果确实是由于有许多的宇宙产生, 偶然产生出

能让生命存在的宇宙来, 产生这么多宇宙的过程

本身 (比如按照物理学家提出的 “超弦理论 ” 
[super-string theory] )也需要微调, 才能稳定地使

不同能量和质量的宇宙出现, 至终会偶然产生出

能让生命存在的宇宙来.33 科学理论本身也无法

解释其所需要的“微调”. 
 

3) 最后, 就算有很多宇宙, 至终还是需要一个第一

“因”, 即创造者.【参上文的 “(B.1) 宇宙的开始需

要一个成因” 和 “(B.2) 宇宙继续存在需要一个成

因”所提出的论据】 
 

骆德恩博士总结道: “因着以上提出的种种原

因, 相信宇宙由创造者设计, 是更加合理的解释.”34 因
此, 相信圣经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  —  “起初, 神创造

天地”(创 1:1)  —  是更合理的, 绝非迷信! 
 
                                                           
32   Roger Penrose, The Road to Reali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第 762-765 页. 
33  Robin Collins, “The Teleological Argument”,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Natural Theology, ed. William L. 
Craig & James P. Morelan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第 256-278 页. 
34   以上附录主要改编自 骆德恩著,《愈辩愈明: 从哲

学、科学、历史论证基督信仰》(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

司, 2014年), 第 7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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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Paley 

 
Dr. Duane Gish 

 
Charles Darwin 

受造之颂                                百合 
 

神精彩创造的明证: 

钟表匠的论证 
 
 
(A)   钟表匠的例证 
 

在 200 多年前 , 有一位名叫威廉 ·佩利

(William Paley, 1743-1805)的英国主教写了一本

有关上帝存在之证据的书. 他坚持说有许多种生

物, 具有惊人的复杂结构、完美的外形和完善的

功能. 他强调这些生

物只能是由一位极富

智慧的造物主创造出

来的. 为了更清楚解

说这一点, 他用了“钟
表匠”(watchmaker)的
例证.   

 
威廉 ·佩利指

出, 一只表的功用是  
—  表明时间. 钟表的内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 只
有经过特别训练的钟表匠才知道如何将它装配

出来. 他说, 钟表里面每一个零件的结构与功能, 
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而设计的, 然后他叙述了如何

根据一个匠心独运的工匠之设计, 一步步地做出

一只表来. 在表的每部分完成各自的功能并紧密

配合之后, 整个钟表才具备了它的特性. 他说这

样一个复杂的装置一定要有一个组织者, 而这样

一个完备的计划也需要一个面面俱到、思维慎

密的计划者, 另外这些目的明确的证据也要有一

个聪慧的创造者. 佩利的结论是: 确实有充足的

证据证明钟表匠的存在.  
 
美国生

物化学博士吉

施(Duane Gish)
写道: “佩利主

教指出 , 许多

生物比钟表更

加复杂 , 它们

的设计更令人叹服, 这
些生物的起源只能归结

于一位有智慧的造物者

设计并创造了它们. 他
的论点一直没有被驳倒, 
但随着 1859 年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09-
1882)进化论《物种起

源 》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出版和进化

论思想的不断渗透, 佩
利主教的论点被遗忘

或忽略了. 今天, 我们

刚刚开始理解活着的

生物是那么复杂   —  
甚至在显微镜下才能

见到的微小之生命形

式也是如此. 现在佩利

主教的论点比 200 年

前更加有力了, 因为我

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证明生物的起源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和碰巧的

进化过程.”35 我们在下文举出三个例证, 请读者

共同思考. 
 
 
(B)   神的精彩创造之明证 
 
(B.1)  放屁虫 (Bombardier Beetle) 

吉施博士在《从科学与圣经看创造论的

奇妙故事》中, 举出一种名为“放屁虫”(或称“射
炮步甲”, 学名称为 Brachinus )为例. 放屁虫生活

在地球上的温带地区. 它大约半英寸长, 其尾部

一对喷射管中射出很热的刺激性气体. 1962 年出

版 的 《 昆 虫 》

(Time Life 出版社

的刊物)一书中发

表了一组照片, 展
示出一只蟾蜍张

口要吃放屁虫时 , 
这只甲虫转动它

                                                           
35   吉施(D. T. Gish)著, 冷桂兰译, 《从科学与圣经看

创造论的奇妙故事》(加利福尼亚州: 创造研究院, 1994 年), 
第 9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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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ermann 
Schildknecht 

尾部的喷射管, “砰”的一声, 蟾蜍脸上露出痛苦表

情, 掉头便逃, 放屁虫不慌不忙地慢慢走开. 
 
当发现这种“炮兵”昆虫时, 科学家们想要

找出它是如何完成这一项“开炮射击”的高超技术. 
一些科学家, 包括德国的化学家席尔德克内希特

博士(Dr. Hermann Schildknecht, 1922-1996)在内, 
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研究. 他们从放屁虫的器官中

取出里面的化学物质, 并分析它使用的是哪种化

学成分的东西. 
 
科学家们发现, 放屁

虫有两套器官. 两对空腔, 用
来储存两种化学物质, 即“对
苯二酚” (hydroquinone)和溶

解在水中的 “ 过氧化氢 ” 
(hydrogen peroxide). 当放屁

虫遇到危险, 要使用它的“小
型火炮”时, 它从两个储存腔

中将化学液体喷到两个氧化

腔内. 在氧化腔中, 它加入两种酶(enzyme)  —  
“ 过 氧 化 氢 酶 ” (Catalase) 和 “ 过 氧 化 酶 ” 
(peroxidase peroxidase; 注: “酶”是一种使化学反

应加快, 而本身无变化的催化剂). 这些催化剂可

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 

 
吉施博士分析道: “ ‘过氧化氢酶’就是一种

酶, 它可以使过氧化氢迅速转变成水和氧. 然后, 
‘过氧化酶’用氧迅速将‘对苯二酚’氧化成另一种

化学物质, 称为‘醌’(quinone). 这是一种有毒和有

刺激性的物质. 这种反应在甲虫的‘氧化腔’中一

瞬间就发生了, 并且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将液

体和气体加热到华氏 212 度, 同时产生强大的压

力, 当压力足够高时, 甲虫打开氧化腔末端的阀

门, 热气就会带着巨大的力量喷出来. 当气喷出

来时, 可以清楚地听到一声‘砰’! 甲虫可以在几分

钟内重复 15 到 20 次同样的喷射. 它的氧化腔还

可以旋转 360 度, 并且从不失误!”  
 
或许那

些相信进化论

的科学家会说, 
这样的功能是

靠“突变”进化

而来的 , 而不

是神所创造的. 
针对这点, 吉施博士的解释一针见血. 他说: “你
可以看出这种甲虫具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器官. 它
必须有储存腔, 用来存放两种特别的化学物质. 
而且, 它还有一种抑制剂, 用来防止两种化学物

质互相反应. 我们相信这种抑制剂是一种蛋白质, 
所以它是一种很大而且复杂的分子. 氧化腔也非

常特殊. 它必须由不受华氏 212 度高温的腐蚀性

化学物质影响的东西组成, 而且它们有着独特结

构, 不会在很高压力下破裂, 另外它还有能够准

确控制的阀门, 在关键的一瞬间喷出气体. 放屁

虫还有一整套设计巧妙的肌肉, 使它能够迅速而

准确地将氧化腔转到正确的方向. 另外, 最重要

的一点, 反应室中必须有两种酶  —  ‘过氧化氢

酶’和‘过氧化酶’, 没有它们, 整个过程将会失败. 
每件事都按精确的秩序, 在准确的时间里发生. 

 
“放屁虫如何得到这样一套复杂巧妙而且

功能完美的器官? 进化论者们不得不认为, 放屁

虫是靠一系列成千上万基因错误(突变), 由普通

甲虫进化而成的. 另一方面, 创造论者们指出, 没
有任何像上述那样复杂的机构能够靠一系列偶

然而产生, 特别是因为‘这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之
前, 什么都不起作用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吉施

博士进一步解释道:  
 

让我说明一下: 我们设想几百万年前, 有
这样一只小甲虫(我们称它为“百力”甲虫, 
或 B.B.). 一天, 它的爸爸、妈妈给了它一

套化学试验设备作为生日礼物. 这套化学

试验用品包括各种化学药品. 其中有“过
氧化氢”和“对苯二酚”, 甚至还有一些

“酶”, 包括“过氧化氢酶”和“过氧化酶”(注: 
这是以幽默方式解释放屁虫如何获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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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化学物质, 但事实上, 甲虫要同时获得

并保存这些化学物质是不可能的事).  
 
得到这些东西后 , 

B.B. …把它们混合

在一只试管中 , 只
听“砰!”  —  那团东

西爆炸了… 这便是

进化论的第一个问

题: B.B.必须告诉它

的后代们, 小甲虫决不应当这样做, 但它

却不能了, 因为它已经没能活下来繁衍子

孙! 所以之后的几百万代和几百万年中, 
小甲虫们一直把自己炸上天“砰!”  “砰!”  
“砰!”…  

 
或许会有小甲虫猜想它该把两种化学物

质和两种酶完全分开. 为此, 当然它必须

有存贮腔(储存腔)呢? 但是, 为什么在有

了这两种化学物质之前就发明存贮腔(储
存腔)呢? 而在有地方存放它们之前, 又能

把它们放在哪里? 而且, 当然这两种化学

物质和存贮腔(储存腔)可能一点也没有用, 
除非找出抑制剂来使两种化学物质不像

做棕色汤那样反应起来. 可是, 另一方面, 
在具备这两种化学物质之前, 它又怎么知

道要发明抑制剂呢?  
 
不管怎样, 即

使 我 们 认 为

B.B.的确通过

某些莫名其妙

的过程 , 发明

了这两种化学

物质、抑制剂

和存贮腔(储存腔), 那么它用这种化学物

质的混合物做什么? 酶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所以这些化学物质不会膨胀, 也不会产生

高温和有刺激性的气体. 如果没有酶, 这
些东西只能是停留在甲虫的体内腐蚀那

些器官. 但是有什么理由在有了这些化学

物质之前就有了酶呢? 另一方面, 没有酶

的话, 要那些化学物质、抑制剂和存贮腔

(储存腔)干什么? 

如果 B.B.真的做出了那两种酶, 又会怎

样?百力甲虫(B.B.)就可以成为放屁虫了

吗? 它有了两种化学物质、抑制剂、储存

腔和两种酶, 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中和抑制

剂, 让两种化学物质爆炸. B.B.将所有的

东西都混在一起, 然后“砰”! 它把自己炸

成了碎片! 因为它还没有发明氧化腔! 可
怜的甲虫只有存贮腔(储存腔), 却没有出

口的阀门和其他东西. “砰!” “砰!” “砰!” 
几百万年来, 小甲虫们一直在把自己炸得

粉碎. 
 
吉施博士指出, 甲虫体内确实需要几千个

基因来确定“炮兵”甲虫所特有的氧化腔. 工程师

们做成这样一个腔道要花上很多年, 特别是如果

他们只能使用甲虫体内所能产生的物质. 要靠

“基因错误”(或变异)来产生这种氧化腔是不可能

的. 吉施博士写道:  
 

抛开所有这些不可能性, 让我们设想, 由
于某些奇迹, 一只甲虫确实设法发明了那

两种化学物质、抑制剂、存贮腔(储存

腔)、酶和氧化腔, 是否百力甲虫(B.B.)就
最后成了“放屁虫”? 它的通讯系统怎样? 
它没有办法在正确的时间里发出正确的

信号. 它怎能分出朋友和敌人间的不同? 
氧化腔的一点点通讯错误就会让 B.B.失
去许多朋友(因为误杀了它们).  

 
为了成为放屁虫, 从一开始, B.B.就需要

上述每一件东西, 但是为什么它要发明出

传递信息的通讯系统, 让氧化腔在恰好的

时刻旋转并指向目标, 将化学物质喷出氧

化腔, 同时打开氧化腔的释放阀呢? 在所

有机构(mechanism)都完善前, 这套复杂

的通讯系统可以有什么用? 另一方面, 在
B.B.具备通讯系统前所有那些化学物质

和特别的结构又能有什么用? 所以在一个

奇妙的功能起作用前, 它的每一部分都必

须是完善而能有效运转的. 
 
进化论者们相信, 放屁虫是由普通甲虫

进化而来的, 因而这种变化是缓慢和逐渐

的, 并且利用了很多基因错误(或变异).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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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变异都不好. … 另外, 进化论者必

须相信, 由于某种原因, 每种过渡种类的

甲虫不仅要设法生存下去, 而且还比原来

的种类先进.  
  

 “因此, 根据进化论,” 吉施博士总结道, “一
长串的基因错误, 或变异, 慢慢地把一只普通甲

虫变成了放屁虫. 即使过渡种类中没有一个是放

屁虫, 它们不仅都生存了下来, 而且不知怎地都

比上一代甲虫还要先进. 相信放屁虫那复杂得令

人难以置信的功能是基因突变的结果, 充其量也

不过是纯粹的谎言.”36 
 
 
(B.2)  啄木鸟 (Woodpecker) 
 我们再思考神精彩创造的另一个明证  —  
啄木鸟. 有人或许会认为, 啄木鸟与一般鸟类差

不多. 不过, 啄木鸟的构造非常奇特, 并且它事实

上类似一台小型冲击钻. 问题来了. 在混凝土上

打洞需要花很大力气, 工人用的冲击钻在击打混

凝土的同时, 也被猛烈地反弹回来. 啄木鸟怎能

在一分钟内几千次地将嘴敲入树干中而不折断

它的喙, 并且不会震碎大脑? 还有, 它在树身上钻

完洞之后, 又如何从树干里拉出虫子作食物呢? 
另外更重要的是, 进化论者怎样解释由一只普通

的鸟儿进化成啄木鸟的过程呢?  
 
 论到啄木鸟的独特之处, 吉施博士写道: 
“首先, 啄木鸟的喙非常特殊. 它必须足够坚硬锋

利, 可以敲入树干而不会像手风琴那样折弯. 它
(啄木鸟)还必须能够紧紧

抓住树身. 啄木鸟并不是

靠双脚栖息在树上, 它有

着非常坚硬的尾羽, 它靠

尾羽将身体支撑在树上 . 
它的双脚也很特别, 每只

脚上长着四个钩状的脚

趾. 两个脚趾向前, 或向

上伸, 另外两个向后, 或
向下伸  —  这种结构使

得它能很好地紧紧抓住

树身.  
                                                           
36   上文有关放屁虫的资料主要参考/摘自  吉施著, 
《从科学与圣经看创造论的奇妙故事》, 第 96-101 页. 

 “当啄木鸟在挖洞时, 整个头部都在作可

怕的敲击, 什么使它的脑子不会在头骨中被震乱

呢? 原来它的头上长着减震器! 这些减震器减弱

了冲击, 所以啄木鸟的头骨和大脑不会受到损坏.  
 

“啄木鸟身上最奇妙的地方是它的舌头 , 
为了抓到虫子或蠕虫, 啄木鸟必须能用舌头伸到

树洞的深处, 所以它的舌头一定很长. 为了能抓

住这些昆虫, 在它的舌头上还必须长着能够分泌

粘液的特殊腺体, 这样, 虫子才能粘在它舌头上, 
就像用粘蝇纸粘苍蝇一样. 然后, 啄木鸟将粘在

舌头上的虫子拉出树洞, 收回自己的长舌头, 把
虫子刮到嘴里.”  

 
问题来了? 啄

木鸟把这么长的舌头

放在哪里? 如何藏在

嘴里? 吉施博士为我

们揭开这谜 , 他说 : 
“它不能把舌头卷起

来藏在嘴里  —  因为

它会被舌头噎死 . 造
物主已经为这个很特

殊的问题准备了很特

殊的解决办法 . 普通

鸟类的舌头根长在喙的后部, 但这对啄木鸟来说

可不行, 因为它的舌头太长了. 所以, 啄木鸟的舌

头根是长在右鼻孔中的! 它的舌头实际上分成两

半. 从右鼻孔出来后, 它分成两股, 每一股从皮肤

下面经过头骨的一侧, 再绕过来到达喙的下面, 
从喙下的一个孔中进入嘴里, 在此两股舌头合二

为一. 这样, 当啄木鸟不用自己的长舌头时, 它就

把舌头卷起来放在右鼻孔中.”  
 

吉施博士接着针对啄木鸟的结构, 发出进

化论无法回答的几个实际问题: “如果从前, 像一

只普通小鸟一样, 啄木鸟的舌头根长在啄的后部, 
那么它是如何进化成现在这种特殊的结构呢? 它
是怎样把舌头搬到右鼻孔的? 如果舌根是突然从

喙的后部跳到右鼻孔中, 那么舌头就太短了; 或
者说, 它难道能够缓慢地从喙的后部搬到右鼻孔

中吗? 而且, 在这一过程的所有中间阶段, 舌头会

不会一直够长, 可以抓到树里的虫子, 使啄木鸟

不致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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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有这样一只鸟, 它已经进化出长在

右鼻孔的长舌头, 可是却没有进化出坚固而锋利

的喙, 或者强而有力的颈部肌肉、减震器, 还有

特殊的脚趾和爪子. 如果没有啄木鸟身上其他所

有互相配合的结构, 单长着一只长长的舌头又能

有什么用? 另一方面, 如果一只鸟有着在树上挖

洞所需的一切, 却没有长舌头, … 辛辛苦苦挖好

洞后, 却抓不着那虫子. 在此, 你又一次看到, 在
一切都完备前, 什么都不起作用. 啄木鸟不是, 也
不可能是进化来的. 只有神才能创造出啄木鸟.”37

(B.3)  三叶虫的眼睛 (The Eyes of Trilobites)
最后, 让我们再思想一个创造的奇妙例证  

— 三叶虫. 三叶虫(学名称为 Trilobita )是一种已

经灭绝了的动物. 三叶虫有三节, 或叫叶片  —  
因而被称为“三—叶—虫”. 吉施博士指出, 进化论

者们相信三叶虫在 2 亿年前灭绝了, 而大多数创

造论者们认为它们可能是挪亚洪水时或在其后

不久, 也就是只在几千年前才灭绝的. 三叶虫属

无脊椎动物. 它们

体内没有骨骼, 但
却有一层坚硬的

外甲 , 或外骨骼 .
很多三叶虫体型

很小 —  不到 1 英

寸或仅 1 英寸  —  
但也有一些有 12
英寸长. 他们生活

在浅海底部, 绝大多数长有眼睛. 

三叶虫的眼睛是这类生物身体上最奇妙

的特点. 吉施博士写道: “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三

叶虫眼睛的晶体了. 我们眼睛的晶体是由活的有

机组织构成的, 所以在死后便很快分解掉. 而三

叶虫眼睛的晶体, 却是由无

机物, 即晶体碳酸钙或方解

石构成的. 所以在古生物学

家发现的三叶虫化石中, 它
们的眼睛仍然保存完好. 大
多数对于三叶虫眼睛的研

究是由芝加哥大学的莱维

37  上文有关啄木鸟的资料主要参考 /摘自 吉施著, 
《从科学与圣经看创造论的奇妙故事》, 第 101-103 页.

塞蒂博士(Riccardo Levi-Setti)搞的.

“这些眼睛的

第一个显著特点是

它们有双层透镜. 我
们的每一只眼睛只

有一个透镜. 但为了

在水下看物体而不

产生畸变, 必须有双

层透镜, 而这正是三

叶虫所具备的. 三叶

虫眼睛最惊人的一

点, 是它能够得到精

确的、无畸变的影

像. 莱维塞蒂博士发现, 三叶虫‘解决’了阿贝的正

弦定律(Abbe Sines Law)、费马的定理(Fermat’s 
Theorem), 还有其他有关光学的定律和定理, 并

且造出了完美的晶体透镜, 这些透镜一点也不会

产生畸变. 研究这些眼睛的科学家们声称, 这些

眼睛看起来似乎是由一位物理学家设计的!”

吉施博士总结道: “他们说这是进化论完

成的一件伟大的杰作, 却没有把对创造这些完美

的眼睛的称颂归给神  —  这位最伟大的物理学

家. 进化论者们否认事实, 因为, 如果他们承认这

样精致的设计的确需要一位设计师, 那么他们就

不得不面对造物主 —  神!”38

换句话说, 他们接受进化论并非因为此论

已有明确可信的证据, 而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有
一位神创造了这一切”, 所以他们拒绝了“智慧的

神精彩设计”的种种明证. 尽管如此, 如圣经所言: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
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

能和神性是明

明可知的, 虽是

眼不能见, 但借

着所造之物就

可以晓得, 叫人

无可推诿 ”(罗
马书 1:19-20).

                                                          
38  上文有关三叶虫的资料主要参考/摘自 吉施著, 
《从科学与圣经看创造论的奇妙故事》, 第 103-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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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博格 (Carl G. Boberg)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9): 

祢何伟大 
 
 

你会觉得自己常碰到倒霉的事吗? 施
以诺指出, 所谓“倒霉”与否, 端看每个人的心

境. 试想, 如果有一天, 你在回家的路上恰恰

碰上了倾盆大雷雨, 请问你会有何反应? 一般

人的反应是:  “哎呀! 碰上大雨, 真倒霉! …” 
“今天的天气真是糟透了! ...” 
 
 不过, 同样的一场大雨, 有些人看在眼

里, 却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1885 年,39 
一位瑞典诗人兼传道人 (Swedish poet and 
preacher)在回家路上, 突然天空乌云笼罩, 雷
声隆隆, 电光闪闪, 暴雨倾盆而下. 他急忙找

地方避雨.  

 

当暴风雨减弱后, 他立刻赶回家中. 打
开窗口, 他发现雨后天晴, 清澈宁静, 枝头小

鸟飞回清唱. 他被眼前的情景所吸引, 顿时心

生敬畏. 他看着天空, 赞叹宇宙主宰创造的伟

大和奇妙: “大自然的威力真是奇妙! 是何等

的一位造物主, 居然能创造出如此变化多端

而美丽的世界!” 
                                                           
39   关于当天的日期, 有些资料记载是“1880 年夏” (例
如:  https://blog.xuite.net/clare.ko/sun/213039660 ); 由于当天

的日期方面有些差异, 所以施以诺在《诗歌, 是一种抗忧郁

剂》一书中采用较笼统的“十九世纪末”(参此书第 20 页). 

这位瑞典传道人名叫卡尔·包博格(Carl 
G. Boberg, 1859-1940). 他曾在自己的家乡牧

会, 并编辑基督徒周报. 他也曾在瑞典的国会, 
任上议员达 12 年之久.  

 
那天回家路上遇到

倾盆大雨的包博格, 回到

家后, 心灵被神创造的伟

大所感动 , 便提笔写作 , 
写成了一首诗歌, 瑞典名

为 “ O Store Gud ” (意即

“伟大的上帝啊”; 英文: O 
Great God ). 过后他在讲

道时, 与信徒分享这一段

经历和诗歌, 结果大受欢迎.  
 
1886 年, 这首诗歌经复印后, 传咏瑞典

全国教会. 它于 1907 年被译成德文, 过后又

译成英文和中文. 这首广受欢迎的圣歌, 英文

名为“How Great Thou Art”, 中文名为“祢何伟

大”(或作“祢真伟大”), 歌词如下: 
 

1. 我主我神, 当我望宇宙浩渺, 
满怀畏敬, 细察创造奥妙; 
仰观群星, 惊听隆隆之雷声,  
万有到处, 有祢权能显明.  

 
副歌: 我便歌唱, 向祢高声颂扬: 
  祢何伟大! 祢何伟大! 

我便歌唱, 向祢高声颂扬: 
  祢何伟大! 祢何伟大! 

 
2. 或经长林, 徜徉于古木之间, 

无边绿荫, 白鸟歌声婉转; 
或登崇山, 俯瞰百丈之深潭,  
清风拂面, 耳闻流水潺湲. 
 

3. 当我思量, 祢竟未惜祢爱子, 
何可想象, 遣祂降世受死; 
十字架上, 代我担一切罪状,  
流血受创, 刑罚尽皆承担. 

https://blog.xuite.net/clare.ko/sun/21303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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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主再临, 空中扬呼召佳音; 

携我升天, 喜乐充满我心; 
当归天家, 得亲见圣城荣华,  
万众同赞: 我神祢何伟大.40 

 
这首诗歌原本只是两节(即第一和第二

节), 第三和第四节是后来加上的. 1927 年, 有
一位俄国人将这首圣诗从德文译成俄文. 同
年, 有一位英国卫理公会的宣道士韩恩(Stuart 
K. Hine, 1899-1989)到乌克兰(Ukraine)传道, 
听到这首诗歌后, 十分喜欢, 经常在传福音时

唱此圣歌. 数年后, 他返回英国, 并到欧洲各

国传道. 当他在捷克一个小山庄工作时, 就把

它译成英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韩恩回到英国 . 

1948 年, 他去探望一个难民营, 那里有数百名

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流亡俄国人. 韩恩在他

们当中带领多人信主. 他们虽在寄居之地有

较多的自由与安全, 但内心常思念“何时才能

归回故乡?” 有感于这些难民的回国情操, 韩
恩写下了第四节(注: 韩恩之前已写下第三

节),41 颂扬主再来时信徒的喜乐, 胜过地上的

一切.42 

                                                           
40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7 首. 
4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w_Great_Thou_Art . 
42   摘自 https://blog.xuite.net/clare.ko/sun/213039660 ; 
https://bibliotek.monsteras.se/documents/267908/268411/Carl
+Boberg+engelska/7b734a29-a6bd-4ad0-aa98-1dc0644bba4b 
以 及  https://americansongwriter.com/behind-the-song-carl-
boberg-how-great-thou-art/ . 

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

诺博士写道: “亲爱的朋友, 如果有一天, 您外

出郊游时恰巧碰上了倾盆大雷雨, 您会作何

反应? 被许多人视为是坏事的, 看在某些人眼

里却是美好的, 却是值得颂扬、赞叹的. 一切

端看您我用什么心态来看世界.” 
 

对于包博格创作这首“祢何伟大”的典

故, 施以诺评述道: “(此典故)让我想到在泛心

理治疗(Pan-psychotherapy)中, 有一种治疗方

式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简称 CBT), 意思是: 面对同样的环

境, 我们若能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 改变我

们的思考方式, 换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事物、

环境, 我们的心情就会不一样, 我们就会活得

更快乐.” 
 
施以诺正确指出, 包博格的工作地点是

在教堂里, 他并不是精神科的治疗师, 因此他

应该不知道什么叫作“认知行为疗法”, 更不

懂得如何执行这一套疗法; 但因着他美好的

信仰根基, 他却将此心理治疗的概念“活”得
淋漓尽致, 而这首诗歌(“祢何伟大”)也曾帮助

了许多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换一种心境来

看待神手所造的世界, 换一种心境来体会日

常生活中的各种大小事, 你也可以在生活中

看见许多美好之处, 获得许多惊喜与感动.4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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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页. 也参

本文脚注中所提及的其他资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w_Great_Thou_Art
https://blog.xuite.net/clare.ko/sun/213039660
https://bibliotek.monsteras.se/documents/267908/268411/Carl+Boberg+engelska/7b734a29-a6bd-4ad0-aa98-1dc0644bba4b
https://bibliotek.monsteras.se/documents/267908/268411/Carl+Boberg+engelska/7b734a29-a6bd-4ad0-aa98-1dc0644bba4b
https://americansongwriter.com/behind-the-song-carl-boberg-how-great-thou-art/
https://americansongwriter.com/behind-the-song-carl-boberg-how-great-tho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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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马太福音第 2 章的东方博士是什么人? 东
方是指何国何地? 共有几位? 他们如何知道
有新王生在犹大? 这里的“星”是指什么?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问题分成五部分解答: 

A)   东方博士是什么人? 
B)   东方是指何国何地? 
C)   共有几位东方博士? 
D)   东方博士如何知道有新王生在犹大? 
E)   这里的“星”是指什么? 
 
 
(A) 东方博士是什么人? 
 苏 佐 扬

指出, 马太福音

2:1,7,16 的 “博
士”一词在希腊

原文是  magos 
{G:3097}, 英文

Magi (术士)、
Magic (法术)和
Magician (术士、魔术师)等名词均源自 magos 
这希腊文字.  
 

所谓“博士”(KJV: wise men), 原指巴比伦

或玛代波斯王朝的一种博学之士, 中文译作“博
士”, 实最适宜, 若译作“占星家”或“术士”都受了

限制. 这些博士包括天文学家、语言学者、观兆

者、行法术的人, 其中也有人样样通晓的. 那些

来寻找耶稣基督的东方博士是因为在东方看见

一颗特殊的星, 而他们是善观天文的人; 然而, 他
们可能也懂得其他学问.   

 
值得一提的是, 徒 8:9 的“行邪术”一词, 其

希腊原文(即希腊文 mageuô {G:3096})就是与这 
magos 同源字. 此外, 徒 13:6,8 所说的“有法术 / 
那行法术的”希腊原文就是 magos . 但这不表示 
太 2:1 的博士(原文 magos)是指行邪术之人, 如
《新国际新约神学与释义辞典》所解释的: 

 
Magos…出现在马太福音… 在此, 这个

词语显然没有“巫师(sorcerer)”的贬抑或

类似含义, 但确实意为“占星家(magi)”(或
“术士(magians)”). 然而, 我们不清楚这名

字是否要被严格解释为上述所提的祭司

阶级, 在这里说他们“从东方来”(太 2:1), 
可能意指从波斯或巴比伦来. 马太可能以

更一般性的含义使用这个词语(参照传统

的译法“智者”[wise men], 《新标准修订

版圣经》仍如此使用); 假若是这样, 他们

可能是职业占星家, 来自不远的地方, 诸
如阿拉伯.44 

 
 
(B) 东方是指何国何地? 
 这些博士是从东方来的(太 2:1 “…有几个

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但“东方”到底是指什

么地方? 苏佐扬在其所著的《新约圣经难题》一

书中指出, 他们本是巴比伦、玛代波斯的特殊人

物, 所以东方一词不会是印度或中国. 《新国际

新约神学与释义辞典: 第三册》也认为他们来自

波斯或巴比伦, 又可能来自较近的阿拉伯地区. 
 
 
(C) 共有几位东方博士? 
 圣经记载东方博士奉献了三种礼物给主

耶稣(太 2:11), 所以一些传说便认为只有三位博

士来朝拜主耶稣. 由于受了这类错误遗传的误导, 
许多主日学生在圣诞节扮演东方博士时都是三

个人. 据说也有些人说有第四博士, 半路失队未

与三博士同来. 
 
 以上看法并不正确. 当时的东方人出远门

总是骑骆驼的(短程则用毛驴). 骆驼队出门, 总是

数十只甚至一百只骆驼一队的. 因为他们要带帐

棚和食物, 也要有人管理骆驼, 那些重要人物出

远门, 还要请保镖、甚至民兵来保护. 所以这一

队骆驼队能够震动耶路撒冷, 视为该日重要事件

之一(请参 太 2:3 所说的: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

都不安”; 若只有三个人, 不会引起全城轰动). 

                                                           
44   Moises Silva 编, 沈纺缎、邱昭文、陈家勋、邬霈

霖合译, 《新国际新约神学与释义辞典》(第三册) (新北市: 
华神出版社, 2022 年), 第 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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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几位东方博士来寻找耶稣基督呢? 
圣经既然没有明文, 我们就不应该指定是三位, 
可能八位十位也不一定; 我们不能因为博士们所

奉献的礼物只有三种, 便认为博士只有三位.   
 
 
(D)    东方博士如何知道有新王生在犹大? 
 这些博士如何能在东方看见一颗星, 便知

道有新王生在犹太地方呢? 对于这一点, 有下列

不同的观点: 
 
1) 有者认为, 这些东方博士是犹太人, 是被掳时

期犹太人的后裔. 他们并没有跟着他们的祖

宗回国(归回犹大地), 却遗留在巴比伦. 这些

人后来学习占星等学问, 从他们祖宗的教训

及口头的预言中, 获得有关基督来世的知识

(例如 民数记 24:17 说: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
杖要兴于以色列”). 因此, 他们在东方看见这

一颗“明星”, 便认为祖宗的教训已到了应验

的时候了, 所以到犹太地来寻找新王.   
2) 另有者认为, 这些东方博士是巴比伦或波斯

人, 但他们从遗落在该地的犹太人口中获得

上述的预言与知识, 所以到犹太地来朝见新

王了. 
 
 
(E)   这里的“星”是指什么? 

按马太福音2:1-2的记载: “有几个博士从

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

的在那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特来拜他.” 
对于东方博士们在东方所看见的“星”, 解经家们

曾寻求科学的解释法, 配合天文学的理论, 下列

三种是常见的解说: 
 
1) 这东方的“星”是“行星会合”, 即金星、木星

与土星三颗太阳系的行星在主耶稣降生的那

一年, 曾在轨道上会合, 以致特别明亮, 引起

天文学者的注意, 认为与新王来世有关.  
* 评注: 对于以上看法, 即使九大行星都会合

在一起, 但也是高高在天上, 并未能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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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太
2:9). 请问高高在天上的星如何能照在小孩子

住的房子上面, 而不照在隔壁邻居的房子上

呢? 再者, 这里的“星”在原文是单数字 astêr 
{G:792}, 而非复数字, 所以这里的“星”是一

颗星, 而非数颗星. 
2) 这东方的星是彗星, 在该年数次出现, 横扫天

空, 引起天文学家的注意, 首次出现是靠近东

方博士居住的地区上空(太 2:2), 以后又出现

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太 2:9).  
* 评注: 但这说法也不能解释上文所说的“照
在小孩子住的房子上面”的经文(参 太 2:9). 

3) 这是一种暗星突明的现象, 天文学家称之为

“新星”并命名为“伯利恒星”. 天空星群分为

数等不同的光度, 但有时一些不大明亮的星

可能因为在它本身运行方面渐向地球, 所以

从地上看过去, 发现该星突然变得非常光明, 
可是经过一些时间之后, 又因轨道运行方向

有了改变, 又变为暗淡. 这颗东方的星可能就

是这样, 首先在东方突明, 引起东方博士们注

意, 后来又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再明起来, 作
博士们的向导. 

* 评注: 这种说法不能解释的问题与上述的一

样, 因此, 苏佐扬在此举出第四种解释法. 
4) 这是上帝特别

预备的“一个光

体”, 首先如“明
星”一样在东方

博士们的地区

高空出现, 后来

暂时消失, 等到博士们往伯利恒去寻找耶稣

基督时, 这特殊光体又出现在上空作博士们

的向导(太 2:9 有“忽然”二字, 表示再度出现). 
然后, 这特殊光体渐渐在空中降低, 降在小孩

耶稣基督所住的房顶上, 就在该处停住了(太
2:9 末了). 光线下照, 射得小孩住的房子通明, 
使博士们很清楚地知道该进到哪一间房子, 
而不会进错了隔壁的一间(太 2:11). 等到东

方博士们完成任务后, 该特殊光体即消失, 所
以博士们以后不再、也不需要看见它. 苏佐

扬总结道: “一切星宿都是上主(上帝)所创造

的, 为着祂的独生子… 临时再创造一个光体, 
在祂毫无困难.”45 

                                                           
45   除了脚注所指的资料, 上文主要参考/改编自 苏佐

扬著,《新约圣经难题: 一至五集合编》(香港九龙: 基督教

天人社, 1994 年), 第 36-39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5 

   

《家信》: 第 133期 (2022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圣经人物                        罗伊·希尔 (Roy Hill) 
 

 

耶稣基督的门徒(三): 

  彼得的高峰与低谷、 
倒退后蒙主恢复 及 

五旬节当天与过后的事奉 
 

 
(A) 彼得的高峰与低谷 (太 16:13-28; 17:1-8) 
  

彼得是主耶稣的跟从者, 一个充满活力的

跟从者. 但他有时会失去节制, 甚至冲动行事, 导
致失望.  当主耶稣与十二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

比的境内, 祂关注世人, 特别是门徒, 对祂的看法. 
祂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太 16:15).  

 
今日, 主耶稣也关注我们对祂的看法. 彼

得想了一会, 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

子”(太 16:16). 这是神给彼得的启示, 主耶稣为着

彼得这清楚的见证而赞扬他   —  自从西面

(Simeon)得圣灵启示公开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之后

(路 2:26-34), 彼得是第一个人如此公开承认主耶

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发出如此的认信(confession)之后, 主

耶稣接着说道: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召会(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权柄: 原文作“门”), 
不能胜过她”(原文直译, 太 16:18). 彼得在召会中

的地位是整座建筑物里的一块石头(注: 圣经称召

会为“神的殿” [temple of God, 林前 3:16]或“灵
宫” [spiritual house, 彼前 2:5] ). 那“磐石”就是彼

得刚刚认信的基督(也参 林前 10:4). 神的奇妙应

许是没有邪恶的势力能够胜过召会, 连阴间的权

势也不能.  
 
主耶稣把天国

的钥匙 (keys)交给彼

得 , 而彼得过后用它

们来为犹太人和外邦

人开门(开启福音的门, 
参使徒行传第 2 章和

第 10 章). 彼得在那时

得着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注: 此权柄的应用其实是

跟随天上的裁决 ), 46  今日的召会也是一样 (太
18:17-18). 当一个人被释放, 他被接纳进入交通

里, 当他被捆绑, 他就被断绝交通.  
 
接着, 一件令人悲伤的事发生了. 主耶稣

宣告祂必须上耶路撒冷, “并且被杀”(太 16:21). 
彼得不愿看到此事的发生. 他选择站在主耶稣与

十架中间, 拦阻祂上十架. 但他却不晓得, 没有十

架就没有冠冕. 主耶稣严厉地责备他, 因为上十

架受难是必须的. 正如主曾对魔鬼说: “撒但, 退
去吧!”(太 4:10), 主如今对彼得说: “撒但, 退我后

边去吧!”(太 16:23).  
 

 纵然彼得如从高峰跌

入低谷, 但在下一章, 彼得与

雅各和约翰三人蒙主带上高

山, 亲眼见证主改变形像  —  
更深地赏识在荣耀里的基督. 
主的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

洁白如光”(太 17:2), 摩西和

以利亚显现, 光明的云彩(在
黑暗笼罩的夜间)降临(并遮

盖他们), 门徒听到神的声音. 彼得希望这样的奇

景继续存留(所以他建议搭三座棚, 把众人留在山

上), 或许他想这样可以避开十架了吧?!  
 
 我们也常像彼得一样, 有经历各自灵性的

高峰或低谷, 但我们都一直蒙主所爱; 主总会按

我们的环境和状况, 给于我们称赞、责备和引领, 
并让我们一瞥祂的荣耀, 给我们更美的保证. 
 
 
(B) 彼得蒙主恢复 (约 20:1-10) 
 
 对彼得而言, 当主耶稣在十架上离世时, 
一切仿佛都结束了. 一切的希望和抱负都随着主

的埋葬而埋没. 十架的到来(主的受死)叫人惊讶, 
但更大的惊讶将随之而至  —  主的复活! 第三日

清晨,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祂先向抹大拉的马利

亚显现 , 吩咐她把信息带给“门徒和彼得”(可

                                                           
46   有关“地上的捆绑和释放是跟随天上的裁决”, 请参

《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
上跟随地上的判决/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上跟随地上的判决/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上跟随地上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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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祂不久要在加利利与他们会面. 主借天使

特别提到“和彼得”, 免得彼得认为自己因着失败

(三次不认主)而不配作主的门徒了.  
 
 听到马利亚那振奋人心的话, 彼得和约翰

跑回主被安葬的坟墓. 约翰先到那里. 或许彼得

被沉重的罪疚感所缠累, 脚步缓慢下来, 所以比

较迟才抵达. 约翰抵达后, 便毫不犹豫冲入坟墓

里. 他看见细麻布在那里没有被解开的痕迹, 裹
头巾也好好地卷着置于另一处(注: 若有人要进墓

中偷尸体, 肯定不会在墓中解开裹头巾, 而是拿

了尸体就立刻逃离现场; 裹头巾好好地卷着置于

另一处, 证明尸体不是被人偷走, 也间接证明是

主自己复活了),47 这一切促使他相信主耶稣已经

复活了.  
 

既然主不在, 空坟也失去了吸引力, 彼得

只好回家. 人(person)比地方(place)更为重要! 在
当天的迟些时候, 主私下向彼得显现  —  不过圣

经并没说明那时发生何事(路 24:33-34).48     
  
 过后, 彼得与其他门徒在楼房(顶楼, upper 
room)遇见了主, 但彼得并没有完全恢复, 直到他

在加利利海边再次遇见主. 在那里, 主问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 21:15). 这是引人深

省的挑战. 彼得在这之前宣称, 即使众门徒都离

弃了主, 他也肯定不离弃. 他曾藐视其他人, 并高

举自己, 但如今, 彼得深感内疚了. 他现在向主表

达祂的爱时, 不再用别人作比较. 事实上, 主耶稣

关注我们所想的, 而不是我们猜想别人可能想的.     
  

主耶稣三次追问彼得是否爱祂  —  或许

因为彼得曾三次否认祂  —  而彼得三次回答主

时, 都以此结束

说 : “主啊…祢

知 道 我 爱 祢 ” 
( 约 21:15, 16, 
17). 因着彼得先

                                                           
47   约 20:7: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

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 
48   路 24:33-34: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
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

活, 已经现给西门看了.’ ” 这节证明主在显现给那前往以马

忤斯的两个门徒之前, 曾私下显现给彼得看(参 林前 15:5).  

前三次否认主, 他失去在主的死上与主认同的机

会, 失去他本可领受的福气. 但如今, 因着三次承

认他爱主, 他与主的关系获得完美恢复, “归回事

奉的路”重新向他开启.  
 
 只有那些深刻体认自己的软弱, 并谦卑服

在主面前的人, 才能被主装备好, 去把救恩的好

消息传给他人, 也能安慰他人.     
 
 
(C) 五旬节当日与之后的彼得 (徒 2:14-40) 
  

主耶稣升天十日之后, 就是五旬节. 圣灵

也在当天降临. 彼得与其他十一个使徒站起来, 
向众人传讲了满有力量的信息, 内中引证许多旧

约经文, 也述说基督被拒绝, 并被神高升. 来自不

同地方的成千群众听了这信息, 当中有三千人感

到心扎, 悔改归信基督. 
 
隔天, 彼得在传

扬福音上扮演重要角

色, 并靠着耶稣基督的

名行了奇妙的神迹. 这
一个深爱基督的彼得, 
靠着圣灵的能力, 传扬

主的福音. 如此地向人

呈现复活之主, 今日仍然能在人心中发生奇妙的

事. 那坐在圣殿的美门、生来是瘸腿的人, 领受

了比金银更好的东西(即得着痊愈, 可以行走了, 
徒 3:2-8). 这次的场合给彼得机会传讲另一篇满

有能力的信息,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祂

从死里复活了”(徒 3:15). 
 
显然, 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这人获得痊愈, 

可以行走了. 对于敌对的周遭环境, 此人是福音

的正面宣传与美好见证. 在领人归主方面, 像彼

得如此传讲福音仍然是有效的. 
 
尽管如此, 彼得也面对召会当中的问题, 

例如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喇(徒 5:1-10). 他
们两人同谋欺哄圣灵(徒 5:1-4), 结果两人都死在

彼得脚前. 这令全召会的信徒感到惧怕, 心生敬

畏,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徒 5:11,14). 此外, 有
个行邪术的西门想用金银买神的恩赐, 彼得看出

他是“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徒 8:23).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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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也数次被捉拿, 被囚于监狱中, 却因主子民

的代祷, 蒙神拯救而获释(徒 12:12).  
 
在其中一个有关彼得最后的记载, 我们读

到他在安提阿被保罗责备, 因为他没有勇敢地站

起来反对召会中的犹太教主义分子. 尽管如此, 
彼得可说是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满腔热忱地为

神而活, 也活在圣灵的大能中. 从两封有他名字

的书信里, 我们看见他的感受和经历. 书信里充

满纯正有益的劝勉, 都是基于他与主的美好关系; 
例如彼得(很可能)曾参与问主, 说: “我们丧命, 你
不顾吗?”(可 4:38), 但如今的彼得已能提供方案

面对一切的恐惧,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彼前 5:7).49 
 
 
 

***************************************** 
附录一: 主耶稣的十二门徒 

 
主耶稣在世上时, 拣选了十二门徒(或称“十二

使徒”, 路 6:13). 圣经共有四份名单记载他们的名字, 
即 太 10:2-4; 可 3:16-19; 路 6:14-16; 徒 1:13. 我们把

这四份名单顺序垂直地排列在下表, 方便简介和分析

(包括解释这十二门徒名字的意思和他们的背景). 这
也有助我们更容易比较他们彼此间的不同(共分三组, 
每组四人, 名字次序是以 太 10:2-4 为依据):  
 

 马太福音 
10:2-4 

马可福音 
3:16-19 

路加福音 
6:14-16 

使徒行传 
1:13,26 

第一组 
 

1 
彼得 西门 西门 彼得 

 彼得在希腊文( Petros )意即“石头” 
 他又名西门, 意即“听见” 
 也被称为矶法(Cephas), 此亚兰文字意即“石头” 
 彼得是渔夫(路 5:8-10); 已婚(可 1:30-31) 

 
2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意即“勇士” 
 他是彼得的弟弟(约 1:40-41)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领彼得跟从主(约 1:35-40) 

 
3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意即“抓住”(参 创 25:26; 此名也有“取代”之意) 
 他是约翰的哥哥 , 西庇太的儿子 , 母亲是撒罗米

(Salome), 与约翰同被称为“半尼其”( = 雷子)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被希律所杀(徒 12:1), 是第一

位殉道的使徒(注: 学者称之为“大雅各”) 

                                                           
49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77, 278, 279 页. 【注: 第 277、278
和 279 页各别是 A、B 和 C 项】 

 
4 

约翰 约翰 约翰 约翰 
 约翰意即“耶和华有恩惠” 
 他是雅各的弟弟, 西庇太的儿子, 与约翰同被主耶稣

称为“半尼其”( = 雷子) 
 本是渔夫, 但被主重用为文书, 写了新约五卷书(约翰

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 
第二组 

 
5 

腓力 腓力 腓力 腓力 
 腓力意即“爱马之人” 
 他是加利利的伯赛大人(约 1:44)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曾叫主耶稣将父神显给他们看(约 14:8) 

 
6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在亚兰文意即“多罗买之子”(巴 = 子) 
 他的别名是拿但业 (约 1:45) 
 首称主耶稣为“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君王”(约 1:49) 

 
7 

多马 多马 多马 多马 
 多马在亚兰文意即“双胞胎” 
 他也被称为低土马(Didymus, 约 11:16) 
 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他不在场(约 20:24-25) 

 
8 

马太 马太 马太 马太 
 马太意即“耶和华的恩赐” 
 他又名利未(Levi, 路 5:27), 意即“联合” 
 是亚勒腓的儿子(可 2:14) 
 是税吏(路 5:27; 太 9:9), 是文书, 写了马太福音 

第三组 
 

9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意即“抓住”(参 创 25:26; 此名也有“取代”之意) 
 他是亚勒腓的儿子, 马太(又名利未)的兄弟 
 圣经学者称之为“小雅各”, 来区分其他雅各 

 
10 

达太 达太 犹大 犹大 
 达太意即“怀中之子” 
 又名犹大(意即“赞美”) 
 亚勒腓的儿子, 也是“小雅各”的兄弟(可 3:18) 

 
11 

西门 西门 西门 西门 
 西门意即“听见” 
 一些解经家指他是奋锐党员50 
 他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KJV: Simon the Zealot, 路

6:15; 徒 1:13)  
12 犹大 犹大 犹大 没提犹大 

因他已死 
 犹大意即“赞美” 
 常被称为“加略人犹大”, 来区分亚勒腓的儿子犹大, 
即“小雅各”的兄弟(又名达太) 

 他是财政(“带着钱囊”, 约 12:6; 13:29)  
 不是真信徒(主称他为“灭亡之子”, 约 17:12), 他“为
了 30 块钱出卖主”证实了这点(太 27:3) 

 论到十二门徒, 主耶稣向父祷告说: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祢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

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约 17:12). 这表示除了犹大

以外, 十一门徒都是真信徒. 
 
                                                           
50   注: 可 3:18 在《和合本》译作“奋锐党的西门”, 但
英文圣经如 KJV、NKJV 和 YLT 则译作 Simon the 
Canaanite (意谓“迦南人西门”); 因为希腊文 Zêlôtês (奋锐)
也就是希伯来文的“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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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彼得简介  —  渔夫-门徒-使徒 
 
A. 简介:  
1) 彼得是主耶稣亲自呼召和特别带领的门徒, 从渔夫

到门徒, 最后成为主所重用的使徒.  
2) 彼得的故事记载在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 以及 

加 1:18; 2:7-14. 他也写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 
 

B. 彼得跟从主的初期:  
1) 彼得原名 “西门 ”(太

4:18). 居住在加利利

海边的伯赛大城 (约
1:44), 后来迁居到迦

百农(可 1:21,29).  
2) 彼得的父亲名叫约拿

(Jona). 彼得的兄弟(弟
弟)安得烈信从主耶稣

后, 便引领彼得归向主耶稣. 主第一次见到他, 就说: 
“你要称为矶法”. 矶法(Cephas)是古代西亚通用的亚

兰文(Aramaic), 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Petros). 矶
法与彼得的意思相同, 都是“石头”之意(约 1:40-42)  

3) 彼得第一次被召后, 曾暂时回家到海边打鱼. 过后, 主
耶稣在海边行走, 第二次呼召彼得. 彼得便立刻舍了

网, 跟从了主(太 4:18-20). 主耶稣在迦百农, 还曾亲自

到彼得家中, 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太 8:14-15). 
4) 主耶稣曾借用彼得的船, 坐在船上向岸上群众讲道. 

讲完后, 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彼得与

同伴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彼得俯伏在主耶稣膝前

认罪, 主安慰他说不要怕, 并说彼得将来要“得人如得

鱼一样”(路 5:1-11; 参 太 4:19). 
5) 彼得被选立为使徒, 在使徒中名列第一位(太 10:1-2).   

 
C. 彼得认识了基督又体贴人意: 
1) 彼得曾走在革尼撒勒湖面上, 但

因见风大而害怕, 结果沉下去, 蒙
主伸手拯救(太 14:22-33). 

2) 主耶稣众多门徒中有些人要退去

时, 彼得说: “主啊, 祢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约 6∶66-68). 

3) 主耶稣问门徒对祂的看法, 彼得说: “祢是基督, 是永

生神的儿子.” 主耶稣称赞他, 但很快地, 他又体贴人

的意思, 劝主不要受苦被杀(太 16:13-23).  
 

D. 彼得经历几次特殊的场合与造就: 
1) 彼得、雅各和约翰被主特许跟着祂, 亲眼见证睚鲁

女儿复活的神迹(可 5∶37-42). 
2) 彼得、雅各和约翰被主领上高山, 见证主耶稣登山

变像的奇景(太 17:1-8). 

3) 彼得听从主耶稣的指示, 往海边钓鱼, 从鱼口得到

一块钱, 缴纳了人丁税(太 17:24-27). 
4) 主耶稣在被卖的夜晚为门徒洗脚, 但彼得误解主洗

脚的意义, 蒙主纠正(约 13:1-14). 
 

E. 彼得三次不认主, 也三次领受主重新托付: 
1) 主耶稣对彼得说: “撒但想要得着你们…”, 但彼

得夸口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监, 同你受死, 也
是甘心.” 但主说鸡还没有叫, 彼得要三次不认主

(路 22:31-34). 
2)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祷

告时, 彼得却打盹睡觉, 不能

儆醒陪主祷告, 主深感伤心

(太 26:36-46). 
3) 彼得用刀削掉马勒古的耳朵

(约 18:10). 此事也成了他失

败的根源之一. 当主被抓到

大祭司那里受审时, 院中遇

到马勒古的亲属指证彼得是

同主耶稣一伙的, 这使彼得更不敢承认是主的门

徒(约 18:26-27). 彼得三次否认主(路 22:61-62)  
4) 主复活后, 曾叫几个妇女去告诉祂的众门徒“和

彼得”(可 16:7),51 叫他们到加利利去见祂. 主特意

强调“和彼得”, 证明主仍厚爱彼得, 以此鼓励他.  
5) 主在提比哩亚海边向彼得和另外六位门徒显现

(约 21:1). 同吃早餐后, 主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

吗?” 彼得三次承认他爱主, 主也三次托付他喂养

祂的小羊和羊, 及牧养祂的羊群(约 21:15-17) 
 

F. 彼得五旬节与之后的布道和事奉: 
1) 五旬节时, 彼得与众门徒已祷告了约有 10 天, 圣

灵降临在彼得众人身上. 彼得讲道后, 有三千人

悔改, 归信耶稣基督(徒 2:1-42). 
2) 主使用彼得和约翰治好一个瘸腿的人. 彼得再次

传道, 信主的人多达五千人(徒 3:1-徒 4:4). 
3) 彼得和约翰被犹太公会拘捕审问. 他们被释放后, 

仍然放胆讲道(徒 4:21,31).  
4) 彼得与众使徒第二次被捕受审责打. 被释放后, 

彼得仍然继续传扬耶稣是基督(徒 5:29, 41-42). 
5) 相传彼得大约于耶稣基督降生后的主后 67 年在

罗马殉道, 殉道时约 75 岁.52  

                                                           
51   “和彼得”这几个字只有马可福音有记载, 其他福音

书中都未曾提到. 而书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乃是彼得的青年

助手, 形同彼得的儿子(彼前 5:13). 马可所写的“和彼得”这
几个字肯定是彼得亲自讲述给马可的. 
52   改编自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

人物辭典/彼得/ .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彼得/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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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魔鬼的狡诈: 

先提供好处, 

后提出条件! 
 

 

 
 
经文: “魔鬼又带祂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

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祂看, 对祂说: 你若

俯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太 4:9) 
 
(A)  引言 

在主耶稣还未向以色列人呈现自己为神

所应许之王以前, 祂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即 40 天)
的试验. 禁食 40 天之后, 更可怕的试探来了.  

 
论 到 魔 鬼 的 试 探 , 艾 朗 赛 (Henry A. 

Ironside)写道: “这位同时是神又是人的主耶稣受

试探, 不是为要看祂是否会或能犯罪, 而是要证

明祂是那位无罪的(不可能犯罪的).53 主耶稣, 这
末后的亚当(林前 15:45,47), 是从天而来的主, 成
为人却没有失去祂的神性, 为的是要成为我们的

至亲救赎者(Kinsman-Redeemer, 利 25:48-49).54 
这试探和祂对试探的态度证明无论是在本性或

行为上, 祂都不是有罪的人, 所以祂可以代担我

们的刑罚, 为别人担当那触犯律法的咒诅, 因为

无罪的祂不在律法的咒诅下.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

们, 主耶稣是‘无罪的”(林后 5:21; 原文直译: 不知

罪的); 祂‘没有犯罪’(彼前 2:22); ‘在祂里面并没

有罪’(约壹 3:5 直译).”55   
 

                                                           
53   有关主耶稣是“能不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 请参

《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主
耶稣是能不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 . 
54   有关“至亲救赎者”(Kinsman-Redeemer), 请参《家

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以色列

的救赎主/ . 
55   H. A. Ironside, Expository Notes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48), 第 33 页. 

马太和路加这两本福音书记载了主所受

的三个试探. 马太福音是按顺序记载这三个试

探.56 在这第三个试探中, 魔鬼带主耶稣到一座高

山, 将世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祂看, 对祂说: “你
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魔鬼这句

话值得深思.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指出, 
希腊文语句的顺序很有意思, 可以表达中文译本

所未能翻译出来的细节. 比如在马太福音 4 章 8
至 9 节, 魔鬼对耶稣基督的最后一个试探, 魔鬼

先带祂上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

荣华都指给祂看, 然后对祂说:  
 
 《和合本》 : “你若

俯伏拜我, 我就把这

一切都赐给你.” 
 《吕振中译本》 : 

“你若俯伏拜我 , 我
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环球圣经译本》: “你只要向

我俯伏敬拜, 我就把这一切都

给你.” 
 《新译本》: “你只要跪下来拜

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新汉语译本》: “只要你俯伏

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B)  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的差别 

这个试探有两部分 : 第一部分是条件句

“你若…”, 第二部分是主句“我就…”. 以上几个中

文译本都是“条件句”(你若…)在前, “主句”(我
就…)在后, 就像魔鬼对耶稣基督的前两个试探一

样, “你若/你既是神的儿子, 就…”. 但英译本, 如
KJV、NASB、ESV、NIV 等, 都是主句在前, 条
件句在后, 与中文译本恰好相反. 如此, 哪个才是

正确的呢?  
 
在原文的希腊文圣经中, 这个试探的顺序

是主句在前, 条件句在后. 以下是 太 4:9 的希腊

                                                           
56   有关这三个试探的顺序 , 请参《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马太和路加记

载主耶稣受试探的次序不同/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主耶稣是能不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主耶稣是能不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以色列的救赎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以色列的救赎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马太和路加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次序不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马太和路加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次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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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直译: “这一切(世上的万国及其荣华)我都给你, 
如果你俯伏拜我.” 

 
罗羚正确指出, 语句顺序的不同, 带来了

细腻的意思上的不同, 将魔鬼试探时的狡诈表现

得更淋漓尽致. 就像商店的广告牌一样, 把好处

(以廉价大拍卖, 甚至免费)放在显眼处, 字体写得

很大, 把条件(如必须先买够 50 美元的货品)写得

很小, 放在不显眼处, 让顾客先考虑好处. 这是利

用顾客的心理作用: 顾客先被好处吸引, 觉得好

处太吸引人, 所以即使不需要这货品, 还是决定

买下. 到后来才看见小字的条件, 但因为已经决

定买下, 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 就说服自己买下.  
 
有时购物者被好处吸引, 根本没看见条件, 

到付款时才发现, 原来这笔交易并没有起初以为

的这么好, 而后面又有许多顾客

排队等候, 就不好意思不买, 只好

吃哑巴亏. 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实

际上并没有得多少便宜, 既买了

不需要的物品, 又放在家里占地

方, 可谓一举两失. 可见当好处放

在前面, 就增加试探的诱惑.  
 
魔鬼也跟主耶稣玩这套把戏, 从中我们看

见他的诡诈, 与上述经文(太 4:9)的平行经文路加

福音 4:6-8 一致. 在路加福音, 魔鬼也是先提供好

处, 再提出条件. 但与顾客因贪便宜而买下不需

要的货物不同, 魔鬼吸引人的好处多数是被试探

者最需要、最想要的东西. 主耶稣来是要按父神

的旨意, 用自己的血, 也就是借着死来买赎万国

的民归向祂, 建立神的国, 成为万王之王.  
 
魔鬼说, 这天下万国和她的荣华、她的民, 

及她的一切都给你. 原文的“都”和“给你”是放在

强调(emphasis)位置上,57 给人一种“这一切都可

以不付代价而百得”的感觉. 但魔鬼接着又轻描

淡写地附加一个条件, 就是要拜他, 以他为主为

王. 主耶稣立刻识破他的诡计, 且用圣经中神的

话予以反击, 令魔鬼退去.  

                                                           
57   “放在强调位置上”意指在希腊原文的圣经中, 这
“都”(希腊文: panta )和“给你”(希腊文: soi dôsô )是放在句

子的前面, 按希腊文特征是有强调之意, 而“你俯伏拜我”这
子句(clause)则是放在句子后面.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贴切评述道: 
“魔鬼给主耶稣一条捷径(shortcut)来得到万国. … 
只要主向魔鬼俯伏和敬拜他一次 (just once, 此乃

希腊文动词所表达的语意), 主不必忍受苦难就可

以享受这一切的荣耀. … 我们的主引用 申 6:13
来回答: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事奉祂.’ 撒但不提

事奉, 但主耶稣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谁, 就要事

奉谁. 敬拜与事奉必须相连在一起.”58  
 
主耶稣对父神的忠贞为我们带来救恩, 也

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 今天魔鬼对基督徒的试

探也是这样. 若魔鬼先说“只要你拜我”, 基督徒当

然会立刻加倍警惕, 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拜魔鬼, 
这是神的敌人, 无论会得何种好处都不能拜他. 
但若魔鬼先应许好处, 信徒的思想先被好处占

据、充满, 被好处冲昏了头脑, 就不警惕后来的

条件, 放松心神, 甚至可能说服自己, 贿赂良心, 
结果在试探面前失脚跌倒了. 
 
 
(C)  结语 

罗羚总结时适切地提醒我们: “既知道魔

鬼的狡诈, 当我们面对好处时, 尤其是面对我们

特别需要、特别想要的好处时, 就更要提高警惕, 
看这好处有没有附加条件, 有没有与圣经的教

导、基督徒的信仰原则不符.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怀意念, 给我们清醒的头脑, 让我们警醒谨守, 不
因一时的贪心而上魔鬼的当. 求主帮助我们.”59 
 
 
 
 
 
 
 

                                                           
58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 1): Matt - Gal (Illinois : Victor Books, 
1989), 第 19 页.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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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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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R. Osborne 

                                  读经解经       微光 
 

再思解经错谬(二) 
 
 
 
 
 
(I) 导论 
 

有者正确说道: “好的解经使人活起来, 荣
神益人; 错误的解经却足以

扼杀生命, 害己害人.” 卡森(D. 
A. Carson)60所写的《再思解

经错谬》, 就是为帮助读者在

解经时, 避免犯下书中详细指

出的字汇、文法、逻辑、前

提和历史方面常见的错谬, 并
选取更正确的解经方式, 借此

鼓励读者能够更谨慎且忠实

地将圣经的原意解明出来.  
 
从上期的《家信》开始, 我们重新编辑与

刊登《再思解经错谬》里所提出的各种解经错

                                                           
60   唐纳德·A·卡森(另译“卡逊”, Donald A. Carson)是
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新约

研究教授, 至今撰写或编辑过 50 多本书, 包括《登山宝训

》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 《 释 经 的 谬 误 》

(Exegetical Fallacies)、《属灵改革的呼召》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 《 新 约 解 经 书 概 论 》 (NT 
Commentary Survey)、《约翰福音注释书》和他得过金奖

的著作《上帝的禁制》(The Gagging of God). 他能阅读多

种文字, 包括希腊文和法文. 他也是丁道尔圣经研究学社

(Tyndale Fellowship for Biblical Research)、圣经文献研究

社(Society for Biblical Literature)和圣经研究所(Institute for 
Biblical Research)的会员.他的专门知识范畴包括历史上的

耶稣基督(historical Jesus)、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希腊文法, 以及使徒保罗和约翰的神学. 卡森最初学的是化

学(在麦克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取得化学学士学位), 
过后改修神学, 在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去英国深造, 在著名

的剑桥大学取得新约博士学位. 1978 年参与三一福音神学

院工作之前, 曾在三间别的神学院授教. 此外, 卡森也是马

来西亚 “ 吉隆坡基督徒会议 ”(Kuala Lumpur Christian 
Conference)举办的“巴生谷圣经大会”(Klang Valley Bible 
Conference)所常邀请的讲员(注: 他在 2007 年已是第 3 次

成为大会讲员), 其解经常有独到之处. 

谬, 也加添其他书籍的例证以补充和富化这方面

的讨论, 期望借此能帮助读者“作无愧的工人, 按
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至终叫人得益, 
使神得荣. 
  
 
(II) 五大方面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

错谬》一书中, 提出了五大方面的解经错误:61 
 

1) 字义或字汇研究上的错谬(Word-Study Fallacies); 
2)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3)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4)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 
5) 历史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A)   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文字是奇妙的! 它既能传递资讯, 又能抒

发情感, 又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工具. 字汇(或译“字
词、单字”, word)是传道者的基本工具之一  —  
不论是他所研究的字词, 或是用来解说他所研究

的. 奥斯邦(Grant R. Osborne)贴切指出, 字义研究

(word study, 注:《再思解经错谬》将之译作“字
汇研究”)已经成为解经

最普遍的一个层面. 只
要稍微浏览标准的注释

书, 就会发现它们多半

是用逐字的方式探讨一

段经文. 一般大学或神

学院的解经课, 也常花

很大部分时间在字义研

究上. 尽管如此, 我们看

到即使是著名的圣经学

者, 也可能犯上字义研究方面的错谬. 我们在上

一期《家信》已经讨论过第一至第七项字义研

究上的错谬, 本期将探讨第八至第十六项.62 

                                                           
61   值得留意的是 , 卡森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错

谬》一书中, 只把上述五种错谬分为四种  —  将第四和第

五种错谬联合起来, 算为一种(即前提和历史上的错谬). 
62   下文(A.8)至(A.16)主要改编自 卡森著, 余德林、

郭秀娟译, 《再思解经错谬》(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
年), 第 51-76 页. 也参其英文版 D. A. Carson, Exeg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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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对专用语的错误假设 
 

 在这项错谬中, 解经者或诠释者误以为一

个字汇(字词, word)总是只有一个特定的意义  —  
而这种意义通常来自片面的证据, 或源自诠释者

个人系统神学的预设所决定. 最常见的例子之一, 
是“成圣”(sanctification)这一字词. 在大部分持保

守立场的神学讨论里, “成圣”是指信徒渐进性的

洁净(progressive purifying), 而成圣这一过程是发

生 于 信 徒 在 “ 地 位 上 被 称 为 义 ”(positional 
justification) 或 “ 法 理 上 被 称 为 义 ”(forensic 
justification)之后.  
 
 尽管如此 , 研究保

罗神学观点的学者们都有

一个共同看法 : 虽然“成
圣”有上面所指的含义, 但
它有时却可用来指人在归

信时“分别为圣归于神”的
意思. 正因此故, 保罗才可

称“不圣洁”的哥林多教会

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
人(林前1:2).63 
 

有时候, 那被称为“最终专门术语”(拉丁文: 
terminus technicus)所探测(或举出)的论证, 是粘

合了那些看似可区别却又复杂的论证. 例如, 许
多学者辩称马太福音大使命中的“万民”(希腊文: 
panta ta ethnê ; KJV: all nations, 太28:19)并不包

括以色列人在内. 持此论者认为, 在马太福音其

他8处的经文中(太4:15;  6:32;  10:5,18;  12:18,21;  
20:19,25), ta ethnê 通常意指外邦人(Gentiles)、
异教徒(pagans), 因此辩称将 ta ethnê 看成外邦人

的解法, 不但符合此专门术语的用法, 更能反映

马太的神学论点, 即因为以色列人扬弃了自己应

                                                                                                      
Fallacie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4 [第 45-66
页] )以对中文版译文作出修饰, 并另加注明或解释. 
63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正确指出, 有四种重要

的成圣是我们研究新约时应该谨慎分辨的. 它们是: (1) 得
救前的成圣(Pre-Conversion Sanctification); (2) 地位性的成

圣(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3) 渐进性的成圣(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4) 完全性的成圣(Perfect Sanctification). 有
关这四方面的“成圣”, 请参《家信》以下的文章,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徒是信主时就

成圣还是要努力才成圣/ . 

有的地位, 所以福音的传扬对象并不包含以色列

人在内. 
 
虽然上述论调表面上似乎有理, 但仍有许

多弱点; 至少, 此论难逃目前所指的这项错谬. 卡
森(D. A. Carson)指出, 当片语 panta ta ethnê (以
及“所有的民”, 而不是“民”[ ta ethnê ]而已)出现

在马太福音其他地方时 (如太 24:9,14; 25:32;  
28:19), 若企图将犹太人(以色列人)排除在外, 这
样的想法很难令人口服心服. 就以 太24:9为例,64 
难道主耶稣真的以为那些抵挡和恨恶祂的跟随

者(followers)的众人当中, 完全没有犹太人(以色

列人)在内? 许多其他的论证可以不断由此延伸

出去. 然而, 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诠释者不正当

地采纳了过分限制性(狭隘)的“最终专门术语”的
含义(restrictive terminus technicus).  

 
这项错谬的后续结果之一, 即诠释者依循

这错误假设 , 而再进一步使用所谓 “ 专用

语”(technical term)的某个词汇(单字, one word), 
去建构整个教义【编者注: 例如在处理“拣选/选
民”(the elect)一词的许多著作中, 便犯上这个错

谬(指“对专用语的错误假设”), 因而延伸出许多

不合圣经的错误教义, 包括加尔文主义的“双重

预定论”和“有限的救赎”】.65 
 
 

(A.9)   同义字及成分分析的问题 
 

卡森在这个标题下 , 
提出两个主要及相关的错谬. 
首先, 由于“同义” (synonymy)
和“等同” (equivalence)两个

词语很少被人理解 , 导致我

们没有作出适当的区分 . 桑
德斯 (Jack T. Sanders, 1935-
2016)对腓立比书2章6-11节
的处理便是一例 . 桑德斯把

                                                           
64   太 24:9: “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

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all nations)恨恶.” 
65   参“被拣选的/选民”(the elect)在圣经中的真正意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11/加尔文神学的拣选

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一/ (关于基督、天使和以色列的拣

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加尔文神学的

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二/ (关于召会的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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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文当作是早期流传的诗歌, 并对自己的标

段法(stanza division)自豪地说: “在各含有两行的

段落中, 每一段落的第二行解说了同段落的第一

行; 这在诗歌的格式上, 是指第二韵节采用了同

样的词汇(例如这节的“形像”等于“样式”; “人
的”[of men, 第7节]等于“如人”[as a man, 第8节] ), 
‘虚己’也可等同于‘倒空自己’…” 纪博逊(Arthur 
Gibson)也曾如此分析这一问题. 

 
然而, 卡森正确地指出, “解说”(explicates)

一词与“同义”(synonymously)严格来说并不相配, 
或许与“同等”(equivalent)也不相配. 就某种程度

而言, 即便两个字词(words)是同义字, 仍没有一

个字可以完全解说另一个字  —  除非这两个字

词含有同等的语值(semantic value). 虽然纪博逊

没有清楚提及桑德斯上述的论点, 但这却是多数

人处理希伯来诗篇时主要的缺失. 许多学者在处

理希伯来诗篇的平行句时, 将平行的字词视为同

义字, 有些人则视为大略同义, 认为二者相互辉

映, 有的人则根本混淆二

者. 当然, 我们可以论称

希伯来诗人的多变习惯, 
可同时容纳严格的同义

字及解说, 但却不可能如

桑德斯所说, 在上述例子

同段落中又是同义, 又是

解说. 总之, 这是极富争

议性的课题. 
 
其次, 桑德斯提出的平行诗句概念, 严格

来说并非同义 , 甚至所谓“人的”(of men)与“如
人”(as a man)中的“…的”(of)和“…像 .”(like/as), 
在意义上也说不上对称 ; 再者 , 这两节中的

“人”(men 和 man)这个字在本质上也有数量上的

区别(复数和单数之别). 简之, 这些看似同义的对

句, 最多也只是在某种层面上  —  即在文字的组

成之成分上  —  有共通的语义罢了, 在其他方面

仍有不少差异.  
 
卡森评述道: “上述尝试并不是要否定学

者在学术上的贡献. 也许有人会辩称, 桑德斯志

不在刻意用现代语言学家的严格训练来看待‘同
义词’. 也许就语言学的理论而言, 桑德斯并不是

行家, 因此他可以被允许使用非技术性的方式来

探讨‘同义词’. 然而, 那正是问题所在, 当类似这

样的神学方法不正当地驾驶着整个解经方向, 它
不仅降低了人们对语意的区别及理解, 更严重地

将不同层次的语意, 硬塞进单一公式, 后果仍是

经文本身不能被读者充分了解, 因为语意并没有

获得充分(正确)解读. 这项谬误是误以为属于‘同
义词’的词字在各方面都相同, 但却远超过实际证

据所允许的范围.” 
 
 为了突显和说明上述第二个问题, 卡森稍

微用语言学的“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
来解释. 成分分析旨在尝试分别出意义的组成成

分(即语意成分). 以下图表提供一个常见的例子: 
 

 
语 
意 
成 
分 

项目 
成分 男人 女人 男孩 女孩 
人     
成人   - - 
男性  -  - 

 
上述这个图表其实不说自明, 但值得注意

的是, 任何一个语意成分(semantic components, 
人、成人、男性)都不能述尽“男人”的可能构成

要素; 更糟的是, 大部分语言学家只认可有实际

指涉(referents)的语意. 也就是说, 成分分析只适

用于指涉性含义(referential meaning), 而不是某

个字汇或字词在某个特殊上下文(context)中的含

义. 在许多字词的例子中, 语意“成分”的分析变得

冗长又累赘, 再加上没有确切的准则, 因此, 有时

学者会获得不同的结论(different results)  —  显
然这种结果不太令人满意. 即使有一个字词的两

种分析是一致的, 学者通常也不会在仔细审查后, 
列出所有关乎这个字词含义的各项要素, 因为成

分分析通常只作为那些具“指涉性含义”的要素. 
 
或许现在我们能够稍加体会, 为何同义字

那么棘手. 当然, 就某方面来说, 两个字词在本质

上是不可能完全同义的. 假如我们对“同义字”的
见解是: 被采用的两个字词(字汇), 无论在外延的

指涉, 以及隐含的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 包括语

意成分、认知、情感的传递, 并所有使用该语言

的人等等这些承载的要素在内. 但是, 两个字要

在某一特定的上下文中完全同义, 必须视个别情

况而定. 卡森在此以下面的图表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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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图示, 项目A 和 项目B 在某一个特

别的上下文中, 都可严谨地归类为同义的项目, 
即拥有语意上重叠的部分. 当然, 对严谨的同义

字而言, 语意上的重叠不单只是涵盖“指涉性的

含义”, 也必须包括其“内含意义”的每一个层面; 
否则, 项目A和项目B只是在某些层面同义, 在其

他层面则不是.  
 
 

(A.10)   在筛选证据方面的偏执 
 

 上期《家信》论及字义研究上的第4种错

谬中(即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 讨
论希腊文的 kephalê (头)一词时, 卡森已大略讨

论过这类的证据. 不过, 在该处所举的例子, 卡森

的重点放在背景资料的不当处理. 现在卡森要点

出的错谬稍微有些不同. 这第10种错谬虽与背景

资料有些关系, 却不局限于此. 卡森所指的是诠

释者任意筛选证据, 为所欲为畅其所言的做法, 
而不理会圣经所欲表达的含义.  
 
 有关这方面的实例, 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卡森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点. 著名的罗马天主

教的基督徒教育权威葛洛米 (另译 : 葛罗米 , 
Thomas H. Groome)在其论文 “圣经的认识方

式 ”(The Biblical Way of 
Knowing)中, 就陷入好些错

谬. 他企图辩称希伯来人的

理解概念是属于经验认知

(experiential), 而非理性认

知 (intellectual). 卡森指出 , 
这是将语言和思想混为一

谈(此乃上期所提到的第7
种错谬  —  将语言和思维

作无谓的串连).  

 葛洛米在他的论文中又宣称, 由于希伯来

背景已修饰了一般的异教希腊思想, 所以希腊思

想也相当不同了, 这导致新约圣经中关于“认识

神”(to know God)方面, 也如希伯来思想一样与经

验(experience)、顺服、爱人等有关, 而不是获得

资讯(data)而已.  
 

卡森写道: “由此可见, 葛洛米将旧约的语

意背景不当地引入新约圣经中(参下述第14种错

谬), 同时也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参下述第11种
错谬). 我现在所关切的是, 葛洛米如何偏执地筛

选立论的证据. 他从约翰的著作里, 引用认识神

或相信神这两方面的经文, 以探讨它们与遵守神

的命令以及爱人的关系(例如: 约壹2:3-5; 3:6). 但
他却规避引用约翰其他著作或别处经文, 那些也

是说明基督信仰内涵的经文.66  
  
 “当然, 基督徒的信仰和知识不纯粹是理

性层次, 但葛洛米透过一些已被(刻意及不当地)
筛选过的证据, 就断言说基督信仰和知识完全是

诉诸经验(experiential)而非智性(nonintellectual), 
结果就会导出不断贬抑经文内容的理论. 这种错

谬源自葛洛米隐含的假说, 以为只要能够提出选

择过的证据, 就足以立论.” 
 
 

(A.11)   不当的语意分离与限制 
 

 有不少字义研究提供读者“非此即彼”(不
是这个就一定是那个)的选择, 结果导致不当结论. 
换言之 , 这些研究在语意上采取了分离法

(semantic disjunction), 而实际上它们可能是互补

的(complementarity). 
 
 我们刚才已经举出葛洛米 (Thomas H. 
Groome)的著作为例, 现在我们要看另一个例子, 
由葛洛米的同仁赖乐仁(Lawrence O. Richards)所
提出的 . 赖乐仁辩称新约圣经所论及的头权

(headership)是与权柄或权威(authority)无关的. 不
                                                           
66  卡森解释道: “譬如说, 如果让我从约翰福音举出一

些例子, 结论必然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不仅是基督, 也包括祂

所说的(例如: 约 4:50;  5:47;  11:26); 此外, 有时在‘相信’(to 
believe)这个动词后面, 也会紧接着涉及信仰内容的子句(to 
believe that… ; 例如: 约 13:19;  17:21). 卡森著, 《再思解经

错谬》, 第 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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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卡森正确指出, “他(赖乐仁)这项骇人听闻的

错谬, 也隶属上述错谬5 (即“草率地引用背景资

料 ”).” 赖乐仁论及耶稣基督在教会中 “ 为
首”(headship)的地位时, 有以下的看法: 
 

关于权威含有“控制、且要求顺服”的概

念是不存在的. 作为教会元首(教会的头, 
head), 耶稣的权柄是用来安慰, 并且确保

他自己的能力足以满足教会的需要… 作
为元首(头, head), 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source)和根本(origin); 作为元首, 基督维

持祂的身体(指教会), 且供应后者成长的

一切所需; 作为元首, 祂委身服事我们, 并
且能够在我们的性格上进行救赎性的改

造. 祂降卑自己为要提升我们…”   
 

这种论说构成相当严重的分离性错误

(formidable disjunction)! 赖乐仁错误地认为, 作为

元首, 耶稣基督若不是有权柄、有能力管辖并要

求我们顺服, 就应该是降卑

自己为要提升我们! 然而

事实是 , 这位虚己降卑为

人、为要提升我们的人子, 
同时也是握有权柄的那一

位; 祂有能力管辖万事, 并
且要求我们顺服.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祂了(太
28:18); 即使我们与主耶稣

有着朋友的关系, 我们仍然需要顺服祂(约15:14
清楚地指出: 就顺服的角度而言, 就算我们与主

耶稣有所谓的“友谊”[friendship], 这层关系也不

是平等互惠式的). 这些有关权柄的主题, 都直接

与耶稣为首(耶稣基督是头)的课题有关, 赖乐仁

落入分离性的错谬中(类似错谬在他的书中屡见

不鲜), 以致他根本没有聆听圣经真正的意思.        
 
 

(A.12)   不当地限制语意范围 
 

 不合理地限制某个字的字义范围, 会导致

我们误解这个字在某一特定上下文的真正含义, 
而且这样的误解可能是多重的: 错误地诉诸专门

术语(错谬8)、不当的语意分离(错谬11)或滥用背

景资料(错谬5); 但我们目前要讨论的, 却超越上

述各项错谬的个别范畴. 

 有时候 , 我们忽略了一个字汇(或译“字
词、单字”, word)的全部语意范围, 以致在注解某

段经文时, 因没有充分考虑所有可能的含义, 而
不知不觉地将一些可能恰当的含义排挤在外. 其
中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英文的“board”一词. 它可

以是: (1) 一块经过装饰的“木板”; (2) 也可以是很

多人需付的“膳宿费”(room and board); (3) 在商场

活动聚集的一群人, 可以被称为“理事会”(board 
of trustees); (4) 当一群人上船(或上火车), 我们可

以说他们“踏上船板”(step on board); (5) 乘客

“登”(board)上飞机也用此字. 
 
 一般字词很少会像连系词(copula)  (希
腊文: eimi ; 英文: to be; 中文意即“是”)那般, 造成

那么多诠释上的困难 . 凯德(另译: 盖德, G. B. 
Caird)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用的列表, 用以说

明他所谓的希腊文连系词的“主要类型”( ‘main 
types’ of copula usage in Greek). 
 
a. 认定之陈述(Identity): “律法是罪吗?”(罗7:7); 
b. 属性之陈述(Attribute): “除了神以外, 再没有

(是)良善的”(可10:18);  
c. 成因之陈述(Cause):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

8:6); 
d. 拟似之陈述(Resemblance): “舌头就是火”(雅

3:6). 
 

上述这样的整理, 对我们很有帮助, 尤其

是对在圣经中那些具有争议性的经文. 我们尝试

回应凯德所列举的类别, 作更详细的讨论. 以约

翰福音1:1最后一句“道就是神”为例. 这句看起来

好像是认定的叙述句; 然而, 凯德却坚决否认这

种可能. 他提出的理由是: 前一句“道与神同在”, 
已经推翻了上述说法. 假如我们把“道就是神”当
作是属性之陈述(见上述类别[b], 正如 NEB 所译: 
“神所是, 道亦是”[what God was, the Word was] ), 
问题依旧存在; 因为(如凯德所言)“既然神属于单

一类别(since God is a class of one, 意即“既然神是

一个类别”), 谁具备了神所有的属性, 谁就是神, 
故‘属性之陈述句’转变成‘认定之陈述句’.”  

 
凯德最后被迫采取意译的作法, 不料却引

发了更多问题. 这些问题实在是他自己制造出来

的. “认定式的陈述句”并不见得能够互相调换, 例
如“狗是动物”并不意味着“动物是狗”. 因此,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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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并不能对调成为“神就是道”. 当然, 我们

承认假如有人具备神的属性(例如主耶稣), 祂就

是神. 但是, 如果有神属性的人(例如主耶稣)也拥

有其他属性(例如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有完全的人

性), 我们就不能因此说神等于那个人(不然父神

也就等于主耶稣了). 凯德断定约翰福音1:1的第

二句(“道与神同在”), 否定了同一节经文的第三

句(“道就是神”); 但凯德的看法并没有字词语意

学(lexical semantics)或句型结构(syntax)的支持. 
约翰福音的作者显然给人的印象是: (神)虽是一

位, 却是某种复数形, 正如他毫不犹疑地让那位

成了肉身的“道”被称为“主”、“神”(约20:28).    
 
  卡森写道: “总而言之, 我要表达的重点是: 
未经证实或过早限制某个字汇(或字词)的语意范

围, 在方法上都堪称是错谬解经的一种. 这种错

谬在于它认为经文的正确诠释, 可以随意被发现, 
然而在很多时候, 这根本不可能.” 
 
 

(A.13)   未经证实就扩充语意的范围 
 

 这项错谬假定在特

定的上下文中, 某个字词

(字汇)的含义比该段上下

文所能允许的更宽广, 而
企图将此字词的全部语意

范围予以纳入. 此企图有

时被称为“不合理的通盘

转移”(illegitimate totality transfer). 我们在讨论有

关同义字时(错谬9, 即“同义字及成分分析的问

题”), 已举例说明这种企图的危险性 . 史尔瓦

(Moises Silva)在其著作中 (Biblical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第25-27页)也有相当多的讨论. 
卡森在此只引述其中一段: 
 

将(意即“教会”, church)所有的意涵加诸

于此字, 这在使徒行传7:38是不妥当的,67 

                                                           
67   徒 7:38 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是 the church 
in the wilderness (可直译为“旷野中的召会”, 《和合本》译

作“旷野会”), 但这节所指的是神属地的子民以色列人, 而
非神属天的子民召会.【注: 徒 7:38 用“召会”来指神属地的

子民以色列人, 因他们也和神属天子民召会一样, 是蒙神所

召出来的一群人, 即从埃及所召出来的一群人. 两者在这方

面有相同语意, 但其他方面则有很多区别, 不能交换使用】  

甚至某些含义 ( 例如 “ 普世性教会 ”, 
universal church)与本段经文(徒7:38)的意

旨明显相违. 然而, 在传讲信息时, 我们是

那么轻易对某个字词的含义作出过度扩

张的解释, 结果弄巧反拙, 使该字词在某

特定经文中该有的特殊功能(指特殊含义)
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A.14)   希腊文新约圣经及其闪语背景的问题 
 

 在这个标题下, 我们可以汇集许多相关的

疑难杂症及错谬. 卡森借以下一些疑问把这方面

的问题给呈现出来: 
 
1) 到底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字汇(字词)受闪语语

系影响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受旧约圣经影响

极大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2) 新约圣经的作者因闪语背景而变更的语意范

围又有多大? 
3) 他们受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影响又如何? 
4) 间接受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影响的《七十士译

本》,68 对新约圣经的影响又如何? 
 

卡森指出, 更多类似的问题可以相继被提

出来讨论, 但因着史尔瓦(Moises Silva)的努力, 已
大大降低深入讨论这主题的必要了. 史尔瓦曾批

                                                           
68      《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是希伯来文圣经的

旧约希腊文译本. 根据一本伪经《阿里斯提亚斯的信》

(Letter of Aristeas)之传说, 亚历山大(埃及古城)的王多利买

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 主前 285-247)命令 72 位文士

把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译成希腊文. 这些文士聚集在法罗

斯岛(Pharos)上, 用了 72 天的时间完成此项任务. 犹太史学

家约瑟夫斯(Josephus, 主后 37-95 年?)在其著作中也提及此

事; 而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主前 20-主后 50 年?)不但接受

这故事, 还认为所译的经文受神默示. 也有学者认为译者的

人数是七十人, 故后称《七十士译本》. 事实上, 翻译的始

末年月已无从考证, 仅知摩西五经于主前 3 世纪译完. 伊文

斯(Craig A. Evans )指出, 上述的传说不能被接受, 虽然《七

十士译本》中摩西五经的译完日期可能很早, 如伪经所言

(即主前 3 世纪, 早于新约圣经), 但五经以外的其他旧约书

卷却是由接续的世代所翻译的, 可能在主后第 1 世纪才译
完. 此乃因为从一本书卷到另一本书卷显示不同的(翻译)
风格, 所以有理由相信许多翻译者(指不同时代的翻译者)
参于这项长时间的翻译过程. Craig A. Evans, Noncanonical 
Writings and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2), 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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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哈奇(或译: 赫特, Edwin Hatch)在方法论上的

缺失. 史尔瓦认为后者企图取希伯来文对等的文

字来建立希腊文文字的含义. 不幸的是, 类似的

方法又重现在奈杰尔 ·特纳(另译 : 杜纳 , Nigel 
Turner)的作品中. 这并非意味着《七十士译本》

对新约作者没有影响, 事实上, 其影响既深且远; 
但仅仅将某个希伯来文字(的含义)转嫁于另一个

希腊文字, 而没有作任何进一步解释, 在方法论

上说不过去.  
 
卡森继续写道: “为使此论得以成立, 还需

要加以申论才行. 举例来说, 我们首先要问: 《七

十士译本》(先不论到新约圣经)中的希腊文注入

了多少希伯来文的意涵? 虽然各种语言文字间, 
在语意上只有部分重叠, 但‘所有语言都能达成表

达同样意思的目的, 因为这是所有语言共同关注

的’. 只是‘接受性语言’(receptor languages)可能因

为要诉诸完全不同的句构, 因而需要意译, 或者

注意选择在“受语”和“授语”(donor languages)之
间重叠的正确语意 . 因此 , 在研读《七十士译

本》时, 我们必须审慎察觉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涵

(授语), 并且深入研究希腊文学和蒲草经卷, 好装

备自己对《七十士译本》时代的希腊字所具有

的含义, 有足够的掌握, 好了解这些经卷在当时

社会的语意. 但学者直接由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进

入希腊文新约圣经理解语意范围, 他等于跳过了

上述所论及的“正常作业”程序. 
 

 
(A.15)   未经证实就忽视不同文献的特异用法 

 

 保罗曾以希腊字  dikaioô 作 “称义 ”(to 
justify)来解释, 也常以希腊字 dikaiosunê 为“称
义”(justification), 因此, 许多学者就将这种用法转

嫁在新约圣经其他作者身上. 例如, 许多人将马

太福音5:20中的“义”字, 当作保罗的“称义”(希腊

文: dikaiosunê )来解释, 但诚如普齐比尔斯基

(Benno Przybylski) 的 看 法 , 马 太 福 音 中 的

“义”( dikaiosunê )一直都是指个人公义生活的品

行(individual’s conduct of righteous life), 而非法

学上外加的“义(forensic righteousness imputed to 
him).  
 
 此外, 在保罗书信中, 神的“恩召”(call)是
具果效性的: “被召”即成为信徒. 相反的, 当“对观

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述及神的“呼召”时, 却
是指神的“邀约”, 因为福音书的作者多次论及“被
召的多, 选上的少”(太20:16;  22:14). 
 
 简而言之, 这项错谬的重点在于它建立在

一项错误的假设上  —  即以为当某一个新约圣

经作者对某个字词有显著用法时, 其他新约圣经

作者也认为大致如此; 事实上, 很多时候不见得

如此.  
 
 

(A.16)    未经证实就将“意义”和“指涉对象”混淆 
 

 “指涉”或“意指”(denotation)是借着语言符

号(例如某个字词)表达出来的非语言学实体(non-
lingustic entity). 但并非所有的字词都具备“指涉”
或指涉对象. 专有名称(proper names)明显具有指

涉对象, 例如“摩西”一词, 显然就指向那与这字词

相关的历史人物; 多次出现在保罗著作里的“恩
典”一词, 也有其局部性指涉(partially referential), 
即指向或标明神的属性. 然而, 一个字词的意义

并不等于其指涉对象, 而是这个字词所关联的思

维内涵. 例如某些抽象形容词(abstract adjectives), 
就仅具有意义(meaning)却没有指涉对象(referent) 
(例如: “美丽/姣好”[beautiful]并无实质的指称物).  
 
 显然的, “意义”和“指涉”二者是可以区别

的. 不过, 可能大部分圣经学者在使用这两个范

畴时, 并不像语言学家那般精确. 举例来说, 诠释

者可能会说“某某字义指甲”, 但实际上, “甲”并不

真的是指涉对象, 而是该字词的意义. 
 
 卡森指出, 上述考量之所以显得重要, 原
因在于本章所列举的字词错谬, 大多预先设定

“凡字都有实际指涉对象”, 在此观点下, 字词常被

认为一定与实际的“指涉”有所关联. 这无异是鼓

励一项错谬观点, 认为每个字都该有个“基本意

义”. 或许赖尔(另译: 莱尔, Gilbert Ryle)对此谬误

的驳斥最为精彩, 所以将之列出以便说明. 赖尔

比较有五个字词的两组文字: 
 
(a) “三”是个质数(Three is a prime number); 
(b) 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奎

那 (Aquinas) 、 洛 克 (Locke) 、 伯 克 利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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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上述10个不同的字词都是名字的话,  
那么这两组文字的每个字词, 将各代表一个非语

言学(范畴)的实体. 对(b)组文字而言, 这看法完全

正确, 但这道理套在(a)组文字时却不然. (a)组和

(b)组各不相同: 前者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一个句

子无法被分析成个别的单字(并且每一个组成该

句子的字都不能说是有所指涉或对象). 正如(a)
组句子的情形, 每个字词的意义是由文法的组合

排列而得, 而非由每个字的指涉而得. 
 
卡森评述道: “由于不了解上述因素, 《新

约神学辞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共十大册)较早期的数册才会错误丛

生. 这套神学辞典的论点暗示(有时是明示), 字词

指向非语言

实体 , 认为

外在的实体

不仅可以借

字词研究而

得 , 字词本

身在解释上

也占有巨大

的分量. 这种单靠字词研究来理解一段经文或任

何一个题目的做法, 令人不禁怀疑(其正当性).”   
 
 

重点:   注意前后文  
 卡森正确评述道: “或许是因为许多传道

者或圣经教师. 对希腊文的认识只是到达使用汇

编(concordance), 或稍微比这多一点的缘故, 所以

字义研究(word studies)方面才有不胜枚举的解经

错谬之例. … 或许是禁不住想展现所学, 结果却是

在不顾上下文意的限制下, 亮出一大堆字汇资讯. 
真正的解决之道, 在于多下点工夫多学些希腊文, 
同时涉猎基本的语言学知识. … 我的重点在于指出: 
语意(另译“语义”, semantics)的意思比单字(字词, 
words)的意思有更广的范围. 语意学涵盖片语、文

句、叙述、文体、风格等…”69  
 

我们将在下期的《家信》探讨另一个常犯

的解经谬误, 即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请勿错过.  

(文接下期) 
                                                           
69   卡森著, 《再思解经错谬》, 第 76-77 页. 

 

附录一: 解经常犯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写的《再思解经错

谬》一书中, 把解经常犯的错谬分成四大类【注: 我
们将之改编在《家信》的文章时, 把第四类再分成两

部分, 成为第四和第五类】:  
 
1) 字义研究或字汇研究上的错谬(Word-Study Fallacies); 
2)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3)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4)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和历史

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第一类(即字汇或字词研究上)的错谬可分为

以下十六种【注: 我们已在上文讨论了首七种错谬】: 
 
1) 字根的错谬(The Root Fallacy) 
2) 语意时序的错置(Semantic Anachronism) 
3) 沿用过时的语意(Semantic Obsolescence) 
4)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Appeal to 

Unknown or Unlikely Meaning) 
5) 草 率 地 引 用 背 景 资 料 (Careless Appeal to 

Background Material) 
6) 平行字句的误用(Verbal Parallelomania) 
7) 将 语 言 和 思 维 作 无 谓 的 串 连 (Linkage of 

Language and Mentality) 
8) 对专用语的错误假设(False Assumptions about 

Technical Meaning) 
9) 同义字及成分分析的问题(Problems surrounding 

Synonyms and Componential Analysis) 
10) 在 筛 选 证 据 方 面 的 偏 执 (Selective and 

Prejudicial Use of Evidence) 
11) 不当的语意分离与限制(Unwarranted Semantic 

Disjunctions and Restrictions) 
12) 不当地限制语意范围(Unwarranted Restriction 

of the Semantic Field) 
13) 未经证实就扩充语意的范围 (Unwarranted 

Adoption of an Expanded Semantic Field) 
14) 希腊文新约圣经及其闪语背景的问题(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Semantic Background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15) 未经证实就忽视不同文献

的特异用法 (Unwarranted 
Neglect of Distinguishing 
Peculiarities of a Corpus) 

16) 未经证实就将“意义”和“指
涉对象”混淆 (Unwarranted 
Linking of Sens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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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alvin 

-神学论坛          带子-  
      

失衡的神学（一）: 
加尔文主义的 “预定论” 

 
 

 
编者注: 19 世纪的主仆麦敬道(C. H. Mackintosh)曾指

出, “加尔文神学”与“亚米纽斯神学”是失衡的片面

神学(one-sided theology).70 这两种神学都有一些圣

经真理的元素, 却没有神完整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

是平衡的, 当某种神学只注

重圣经真理的某一面, 就难

免失衡有偏, 导致错误的神

学结论. 里程(真名是: 冯秉

诚)在其所著的《从圣经看

预定论》中, 就道出这两种

神学的失衡之处. 我们将在

本期《家信》中引用他对

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所
作的剖析和研判.  

 
 
(A)    引言 
 
 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承袭十六世纪宗教

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神学思

想, 高举上帝的主权、强

调世人的败坏, 主张世人

能相信耶稣基督、得到

永生, 都是上帝在创世以

前预定的; 只有被上帝预

定得永生的人(这些人被

称为“选民”, 或蒙神拣选

之人, the elect), 才能被拯

救, 其余的人将永远沉沦. 人称之为加尔文主义

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  

                                                           
70   有关麦敬道论这两种失衡的片面神学(one-sided 
theology)  —  “加尔文神学”与“亚米纽斯神学”, 请参其文

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神学加尔

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 也参赫特森(Curtis Hutson)的文

章,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为何我不赞

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  

然而, 曾就读日内瓦学院的荷兰神学家亚

米纽斯 ( 另译 “ 阿米纽斯、亚米念 ”, James 
Arminius, 1560-1609; 或称 Jacob Arminius)以上

帝的爱和人的自由为基础, 不认同加尔文主义的

“预定论”, 并主张凡真心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

人, 都可以得到永生. 亚米纽斯去世以后, 他的同

工和拥护者起草了一份“抗辩文”(或译: 抗辩书, 
Remonstrance), 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  

 
改革宗于主后 1618-

1619 年在荷兰的多特(Dort)
举行“多特会议”(the Synod 
of Dort), 并把亚米纽斯派定

为异端. 多特会议拟定五点, 
针锋相对地驳斥“抗辩文”. 
这五大要点系统地表达了

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 这
五点的英文的头一个字母连起来, 是“TULIP”, 正
好是荷兰盛产的“郁金香”之名. 从那时起, 更正教

(Protestant)内部和福音派内部, 加尔文主义“预定

论”与亚米纽斯“抗辩文”之间的争论久久不息, 持
续至今.71 
 
 
(B)    加尔文与“预定论” 
 

早在加尔文以前, 第四世纪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主后 354-430 年)就提出了

“预定论”. 里程指出, 奥古斯丁所主张的, 是“单向

预定论”还是“双重预定论”(double predestination)? 
至今无定论.72 在《致辛普里西安》中, 奥古斯丁

只提上帝预定了一部分人得救, 但他没有说也预

                                                           
71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基督使者协会, 2018 年), 第 7 页. 
72   “预定论”主张上帝已透过某种方式预定各人的终

极命运. 对于“预定论”比较有争议的, 是它的消极方面, 一
般称为“定罪论”(reprobation). 这理论是说, 上帝按祂的旨

意, 不理会一些罪人, 让他们仍留在罪中, 最后又按他们的

罪惩治他们(刑罚他们永远灭亡). 这对许多人来说, 觉得命

定的味道太浓, 上帝也显得过于严厉. 故此, 他们只接受“预
定论”积极和拯救的一面, 却拒绝定罪论, 这被称为“单向预

定论”(即“预定得永生论”, predestination to life). 新奥古斯

丁学派、加尔文和一些加尔文主义者则主张一种较为激进

的预定论 , 称之为 “ 双重预定论 ”(double or twofold 
predestination), 即上帝预定一部分人得永生, 预定其余的人

遭永死. 同上引, 第 43-44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为何我不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为何我不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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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其余的人被定罪, 他只谨慎地说上帝没有向

某些人施怜悯, 却没有说上帝驱使人犯罪. 直到

主后 428/429 年写的《论保守的恩典》, 奥古斯

丁仍持此观点. 不过, 日后的加尔文是主张“双重

预定论”的 ; 而加尔文在其所著的《基督教要

义》中表明, 他的这一思想是从奥古斯丁等人承

袭来的. 或许, 加尔文自己认为从奥古斯丁的著

作中读出了“双重预定论”的思想.73 
 
 

(B.1)   加尔文认同“双重预定论”  
 

 加尔文在他所写的《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的第二版才开始谈

预定论. 在 1559 年版的《基

督教要义》中, 加尔文用四章

(第三卷第 21 至 24 章)的篇

幅讨论了“预定论”. 他的观点

很鲜明: 上帝的永恒旨意预

定了每个人的终极命运, 或得

永生, 或遭永死. 加尔文写道:  
 

没有任何希望被看为敬虔的人敢直接否

定预定论, 神赏赐一些人永生的盼望, 而
判其他人永死. … 我们称预定论为神自

己决定各人一生将如何的永恒预旨, 因神

不是以同样的目的创造万人, 祂预定一些

人得永生, 且预定其他的人永远灭亡. 因
此, 既然每个人都是为这两种目的的其中

之一被创造, 所以我们说他被预定得生命

或受死.【《基督教要义》3·21·5】 
 
圣经明确地教导 , 

神根据祂永恒不改

变的计划拣选了祂

预定赏赐救恩的人 , 
以及遗弃祂预定灭

亡的人. 我们深信对

神的选民而言, 这计

划是根据祂白白的

怜悯, 而不是人的价

值 . 但神以祂的公

                                                           
73   同上引, 第 44-45 页. 

正、无可指责却测不透的审判, 向祂所预

定灭亡的人关了永生的门.【《基督教要

义》3·21·7】74  
 
 关于上帝对人的“弃绝”或“遗弃”(另译“摈
弃”, reprobation), 加尔文丝毫没有回避. 首先, 他
指出, “有许多人为了避免人的指控, 就只承认神

的拣选 , 而否认神对人的弃绝 . 但这想法是无

知、幼稚的, 因为拣选和弃绝是分不开的”; “弃
绝是拣选的反面, 也同样出于神的旨意”【《基

督教要义》3·23·1】 
 
 其次, 以他对罗马书 9 章 10-13 节的理解, 
加尔文认为, “在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之前, 一个就

蒙拣选, 另一个则被弃绝, 这就证明神预定的根

基(指根据)不在乎行为.75 … 神兴起祂所弃绝的

人,76 好在他们身上彰显自己的荣耀.”【《基督教

要义》3·22·11】 
 
 第三, 被上帝弃绝的人, 不是上帝“允许”或
“任凭”他们在罪中沉沦, 而是主动使他们沉沦: 
“那些神创造在今生蒙羞并在永世灭亡、祂预备

遭毁灭的、显明祂的愤怒和严厉的器皿光景如

何呢? 为了达成神为他们预定的结局, 祂有时不

给他们听道的机会; 有时借向他们传福音弄瞎他

们的心眼 , 并使他们刚硬 .”【《基督教要义》

3·24·12】77 上文让我们清楚看见, 加尔文是主张

和教导“双重预定论”的. 
 
 

                                                           
74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基督使者协会, 2018 年), 第 93 页. 
75   注: 这里的“行为”是指犹太人所强调的“遵行律法”, 
但请注意: 得救是靠神的恩与人的信, 不是靠行为(善行). 
76   注: 神知道许多人会如加尔文那样曲解“神预定和

弃绝某些人”, 所以在罗马书作出纠正, 就是在“被拒绝的

人”当中, 神特别以法老作为例子和鉴戒, 并 20 次提到法老

硬心一事. 值得留意的是, 诚如克毅俄(C. F. Keil)所指出, 
这 20 次提到法老硬心一事的经文, 有 10 次是出于神的作

为, 即神使法老心里刚硬  —  强调神的君主权威(主权); 但
另 10 次则出于法老的选择, 即法老自己心里刚硬  —  强调

人的自由意志. 有关这方面的解释, 请上线参阅《家信》的

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神使法老的

心刚硬有欠公义与慈爱吗/ .   
77   上文(B.1)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93-94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有欠公义与慈爱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有欠公义与慈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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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ter McGrath

(B.2)   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Calvinism)一词, 可能是德

国信义宗(另译: 信义会, Lutheran)辩论家韦斯特

法尔 (另译 “维斯特法勒 ”, Joachim Westphal,
1510/1511-1574)首先使用的, 带有贬义, 指一种

侵入德国的外来思想. 这个词后来被广泛使用,
指一个与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有历史渊源的

思想体系. 加尔文去世后, 西欧的加尔文主义已

成为罗马天主教最强硬的对手. 加尔文的继承者

除了持守加尔文式的教会机构(指教会的治理结

构)之外, 还以坚韧的思想架构作为补充. 在建构

思想体系的过程中, 预定论成为新的重点. 麦葛

福(另译: 麦格拉斯, Alister McGrath)认为, 这可能

有社会学或神学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学的

因素. 宗教改革加速了

教义的重整 , 教义成为

划分社会派别的重要依

据. 更正教(另译“新教”,
Protestant)以一套教义与

罗马天主教划清了界限.
同时, 更正教内部也产

生了不同的派别. 16 世纪中期和后期, 追随马丁

路德的信义宗与追随加尔文的改革宗的关系日

益紧张. 因为改革宗教会已扩展到过去被认为属

于信义宗的领地, 而这两个宗派都宣称自己是改

革运动的合法继承者. 在教义层面, 二者有许多

显著的相同点, 相异之处比较细微, 常人不易辨

别. 有鉴于此, “预定论”的教义就渐渐成为改革宗

的识别标志, 就像“因信称义”是信义宗的标志性

教义一样.

其次, 是神学因素. 随着来自信义宗和罗

马天主教的压力的增大, 改革宗奋起维护自己的

观点, 争辩十分激烈. 许多加尔文主义的作家开

始转向文艺复兴后期的作品, 希望把自己的神学

建立在更为理性的基础上, 展现其逻辑连贯性、

一致性, 以便在斗争中取胜. 这种新的神学方法

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为基础, 神学与

‘形而上学’(metaphysics)78的思辨挂钩, 特别是与

78   “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哲学的学派之一(源自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 主要探索有关

上帝的本质、上帝对人类和创造世界的旨意, 最
重要的是与“预定论”的教义相关联.

这就不难理解, 改革宗原本是一个反对经

院哲学(Scholasticism)、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

的运动, 在创始人加尔文去世不久, 就变成了亚

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了. 里程指出: “加尔文对神

学采取归纳(inductive)和分析的方法, 关注耶稣基

督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 进而探究其含义, 是植

根于对圣经的诠释的. 而加

尔 文 的 继 承 者 伯 撒
(Theodore Beza, 1519-1605)
等人则采用演绎(deductive)
和综合的方法, 从基本原理

出发, 进而推导其对基督教

神学的影响. 对这些继承者

来说, 这些基本原理, 主要是上帝的命令, 是从预

定论的教义确定的. 这样, 在关于上帝的信条中,
上帝的“预定”就被赋予统摄的地位. 加尔文从来

没有说过基督仅为选民而死, 但加尔文主义则发

展出“有限救赎”(指基督仅为选民代死)的教义.

不过, 不能因此就说加尔文主义歪曲了加

尔文的思想. 因为, 加尔文的思想只是加尔文主

义的源头之一, 而不是唯一的源头. 所以, 称‘加尔

文主义’为‘改革宗’, 可能更贴切一点.

简之, 绝对的“双重预定论”的教义和“有限

救赎”的逻辑推理, 引发了“珍珠”(PEARL, 亚米纽

斯主义[Arminianism]的五个基本信条)与“郁金

香 ”(TULIP, 加

尔文主义五大

要点)长达四百

年、至今仍未

平息的纷争.79  

                                                                                                     
“存在的性质”(nature of existence, 例如人的存在: 人从哪里

来、为何存在等等问题 ), 以及真理和知识的基本原则

(basic principles of truth and knowledge, 探讨“非物质层面”, 
如思想、概念、文艺、宗教、信仰等, 故与研究“物质层

面”的科学物理有所不同; 注: meta = 在…之后; physics = 
物理; metaphysics = 物理之后[或之上]的研究和学问),
参 Chambers Encyclopedic English Dictionary, 第 810 页.
79  上文(B.2)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96-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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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C. Sproul 

 
 

Loraine Boettner 

(C)    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难处 
 

(C.1)   救赎中耶稣基督没有必然的地位  
 

 基督信仰的救恩论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的. 主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 成就了对人类

的救赎计划, “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约
6:40). 主耶稣宣称: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 彼
得也见证主耶稣, 说: “除祂(主耶稣)以外, 别无拯

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

靠着得救”(徒 4:12). 所以, 保罗也明示: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

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
前 2:1-2). 显然, 人只能在耶稣基督里被救赎. 
 
 里程评论道: “在阐释加尔文主义‘预定论’
的‘郁金香’的五要点中, 完全没有提到耶稣基督, 
‘只有神与个人的角色, 基督却没有必然的地位’, 
‘其预定论倾向以个人的拣选而非以‘基督里’的
拣选为核心.’ 虽然持‘郁金香’观点的基督徒在传

讲救恩时, 可能会传讲耶稣基督, 但作为神学理

论, ‘郁金香’似乎偏离了‘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

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提后 3:15b)这个重心.” 80 
 
 

(C.2)   与“双重预定论”的瓜葛81  
 

 美国的改革宗神学家史普罗(另译“斯普劳

尔”, Robert C. Sproul, 1939-2017)指出, 在“双重预

定论”的不同看法中, 有一种

称为 “ 相等原则观 ” (Equal 
Ultimacy Views). 这看法主张

上帝积极地在被拣选之人的

生命里做工 , 使之相信上帝 , 
同时, 也积极地在未蒙拣选之

人的生命中做工, 使之不信上

帝. 这看法也被称为“极端加

尔文派” (hyper-Calvinism).  
 
                                                           
80   上文(C.1)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322-323 页. 
81   “瓜”和“葛”是两种蔓生植物, 能缠绕和攀附在别的

物体上. “瓜葛”原指“纠缠、纠纷”, 现今比喻辗转相连的社

会关系或事物之间互相牵连的关系.  

 史普罗反对这看法 , 称之为“次加尔文

派”(sub-Calvinism), 甚至是“反加尔文派”(anti-
Calvinism). 史普罗认为, “极端加尔文派最严重的

错误, 就是将神卷入‘促使人犯罪’的角色中; 这乃

是对神的完美个性的严重伤害.”82 史普罗认为, 
“加尔文派”主张蒙拣选是上帝积极的注定, 不拣

选是上帝消极的注定, 上帝放过(越过)他们, 任他

们陷在罪里.  
 
 里程贴切指出: “然而, 如果不蒙拣选的人

都将走向死亡, ‘积极的弃绝’和‘消极的弃绝’就难

以区分. 事实上, … 加尔文就是赞成‘双重预定

论’的.” 里程接着道出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

中所写的话：  
 

其实有许多人为了避免人指控神, 就只

承认神的拣选, 而否认神对人的弃绝. 但
这想法是无知、幼稚的, 因为拣选和弃绝

是分不开的. 弃绝是拣选的反面, 而同样

出于神的旨意… 83  
 
我们的仇敌也试图区分神的旨意和祂的

允许, 他们这样做是要主张神允许恶人的

灭亡而不是预定这件事. 但除非神预定这

件事, 否则祂怎能“允许”呢?84 
 
 因此, 我们看到另

一位加尔文主义的美国

改革宗神学家伯特纳
(Loraine Boettner, 1901-
1990)与史普罗的观点针

锋相对(即针尖对着针尖; 
比喻双方在观点、言论

上尖锐对立). 他说: 
 

一个人如果前后一致, 就很难一面主张

“拣选”(election)的教义, 一面却否认“遗
弃”(reprobation, 另译: 摈弃、弃绝)的教

                                                           
82   R. C. Sproul 著, 黄吴期馨、郭瑞英译, 《认识预定

论》(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10 年 POD 版), 第 101-102
页.  
83   John Calvin 著, 钱曜诚等译, 《基督教要义》(中册) 
(北京: 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 2010 年), 第 958 页 
(3·23·1). 
84   同上引, 第 967 页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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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肯定“拣选”却否定“遗弃”, 会使“预定”
的谕旨不合逻辑, 也不平衡. … 我们要知

道“温和的加尔文主义”就是“病态的加尔

文主义”, 而有病不治, 就是走向死亡的道

路.85  
 
 中国改革宗学者中, 也有持类似观点的, 
例如有者说: “人被预定在罪中灭亡, 是上帝主权

的旨意, 其终极的因由不是他的罪. 不错, 人的罪

使人被定罪(受刑罚), 但人的罪不是人被遗弃的

终极因由, 否则全人类都应该被遗弃了(因为全人

类都犯了罪). … 人被遗弃的终极因由是上帝永

恒的旨意, 而不是人的行为.86 
 
 里程贴切评论道: “如果上帝没有拣选的

就是被遗弃的、注定将要得永死的, 那么, ‘遗弃’
应该是上帝的主动行为; (所以)‘消极遗弃’之说难

以立足. 虽然‘积极定罪’缺乏圣经依据, 但从逻辑

看, 这似乎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必然结论. 对
于看重系统和逻辑的加尔文主义, 如何使其预定

论免于‘双重预定论’的指控, 是一个难题.”87 
 
 

(C.3)   轻忽人的责任  
 

按圣经的教导, 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是

并列共存的. 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突显上帝的主

权和人的败坏, 这本是它的强项. 然而, 如果用上

帝的主权抹杀人的责任, 不仅违反圣经的教导, 
也导致逻辑推论的偏差. 里程提出以下两点. 
 

(a)  关于“神恩独作说”与“神人合作说” 
 这里有两个学说, 即“神恩独作说”和“神人

合作说”. “神恩独作说”(Monergism)是说, 人的重

生是上帝独自做成的, 没
有人的任何合作; 只有这

样, 人才不能自夸, 剥夺

上帝的荣耀. 这是加尔文

主义所坚持的看法.  

                                                           
85   Loraine Boettner 著, 赵中辉译, 《基督教预定论》

(台北: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2012 年修订二版), 第 125 页. 
86   陈若愚著, 《基督、圣灵与救赎  —  基督教要义

导览》(香港: 基道出版社, 2010 年), 第 272 页. 
87   上文(C.2)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324-325 页. 

 “神人合作说”(Synergism)则主张罪人得救

是由上帝的能力与人的能力合作完成的. 奥尔森

(Roger E. Olson)指出, 是奥古斯丁主义注入了“神
恩独作说”; 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教神学家几

乎都持“神人合作说”的观点.88 
 
 为了区分这两种观点, 史普罗(R. C. Sproul)
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说, 某个人

已病入膏肓, 病情严重到无法救治, 除非上帝提

供治疗, 否则不能存活. 虽然

上帝给了他药物, 但他的手

已无力接药, 需要上帝用汤

匙把药送到他嘴边. 然而, 上
帝已经做了 99%必须做的事, 
这病人仍有 1%的事需要做  
—  他必须张开口吃药. 病人

是否张口, 是他生死的关键. 
病人若被治愈, 他就可自夸

是自己张了口, 这就是“神人

合作说”. “神恩独作说”则认为(这也是史普罗的

主张), 这个人不是病了, 而是死了, 死人不会张口

吃药. 上帝若要救他, 必须使他从死里复生.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溺水的人. 他已沉到水

下多次, 当他最后一次挣扎出水面时, 上帝给他

一个他能伸手拿到的救生圈. 他抓住救生圈就能

活, 拒绝抓住救生圈就只能死. 溺水之人抓住救

生圈被救以后, 也可自夸是他伸手抓住了救生圈, 
这是“神人合作说”. “神恩独作说”则称, 这个人不

仅溺水了, 而且已溺毙、沉入水底. 上帝须潜入

水底将他拉上来, 向死人吹一口气, 使他活过来.   
 
 里程评述道: “这种将罪人用信心回应上

帝的福音而被拯救的观点, 贴上‘神人合作’的标

签, (然后)批判为‘剥夺上帝的主权、强夺上帝的

荣耀’的说法, 笔者是不认同的.” 里程解释道:  
 

首先, 这种说法有悖常理. 一个乞丐伸手

接过周济者的钱或物, 难道他除了感谢周

济者的施舍外, 还会向他人夸耀他如何伸

出手接过周济物的吗? 一位病人张口服药, 
一个溺水者抓住了救生圈, 他们难道不是

                                                           
88   Roger E. Olson 著, 吴瑞诚、徐成德合译, 《神学的

故事》(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2 年), 第 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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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医生和救护人员, 而会自夸他们张了

口、伸了手吗? 笔者曾经历过几次大手术. 
每次手术, 都是笔者作了“同意手术”的亲

笔签字之后, 手术才能实施. 几次手术都

很成功. 我衷心感谢上帝的怜悯, 医生、

护士的治疗、护理, 和弟兄姐妹的代祷、

照顾. 我从未为我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而

自夸过. 不仅口里没有这样自夸过, 连想

也没有这样想过. 否则, 这个人的精神可

能出问题了.89  
 
 其次, 在神学上也难以讲通. 保罗说: 
a.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
用信主之法”(罗 3:27); 

b. “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惟有

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

为义”(罗 4:4-5); 
c.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

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
得有人自夸”(弗 2:8-9). 

 
由此可见, 保罗认为, 信心并不是一种行

为. 信心没有任何功德可言【注: 以上经文显示, 
信心(faith)是与工作(work, 或译: 行为、善行)彼
此对立的, 信心是无善可陈的】. 连加尔文也正

确地赞同说: “信心所拥有使人称义的力量, 并不

在乎它拥有的任何功德, 我们称义完全出于神的

怜悯和基督的功德, 而且, 因为信心接受这两者, 
所以圣经说信心使人称义.”90 
 
 英国圣公会主教赖尔

(另译“莱尔”, John C. Ryle, 
1816-1900)解释道: “真正的

‘信心’是没有什么功德可言

的, 或者说, 从其最基本的意

义而言, ‘信心’不能称作是

‘一种行为’. 它只不过是伸

手把自己交付给救主而已 , 
就好像… 病人领取医生开的药一样. … 这一举

动本身不能付出什么、不能贡献什么、不能偿

                                                           
89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329 页. 
90   John Calvin 著, 钱曜诚等译, 《基督教要义》(中
册), 第 833 页 (3·18·8). 

还什么… 反之, 它只是在接受、在支取、在承

认、在抓住、在紧抱基督所赐下这称义之恩的

大礼…” 
 
 “信心”既然不是“行为”, 如何能与上帝的

救赎之功合作呢? “信心”既然不是功德, 人怎能

因“信心”而自夸、强夺上帝的荣耀呢?  
 
 诚然, 死人不能开口服药, 溺毙的人也不

能抓住救生圈. 但里程正确指出, 罪人“死在过犯

中”(弗 2:1)91的意思是: 罪使世人与上帝隔绝(注: 
死的意思是分离、隔离[separation], 而在 弗 2:1
中的“死”是指罪人与上帝分离或隔离)、使上帝

掩面不听他们; 另一方面, 上帝仍在寻找人、训

导人、拯救人. 按圣经记载, 罪人对上帝的“自然

启示”和“特殊启示”都有感知. 只不过, 人的罪性

使世人常常故意拒绝上帝. 与此同时, 在上帝的

话语和大能的福音的开启、光照和震慑下, 也确

有人认罪、悔改, 回归上帝. 正如保罗所说的,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的”(罗 10:17). 
 
 圣经中有许多呼吁人悔改、回归上帝的

经文, 例如: 
1)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

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代下 7:14); 

2)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太 4:17); 

3)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

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

子, 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
且叫祂从死里复活 , 给万人作可信的凭

据”(徒 17:30-31). 
 

里程正确评述道: “如果人在被救赎的过

程中, 都像世人一样不能对福音作任何回应, 这
些经文就失去意义、成为多余了. 更何况, ‘因信

称义’是上帝为人规定的得救之途. ‘神的义, 因信

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 并没有分别’(罗
3:22). 世人因耶稣基督而蒙拯救, 没有危及上帝

的主权, 而是顺服、彰显了上帝的主权. ‘因信称

                                                           
91   弗 2: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祂叫你们活过来.”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5 

   

《家信》: 第 133期 (2022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J. I. Parker 

义’只会讨上帝的喜悦, 荣耀上帝的名, 而不会强

夺上帝的荣耀.” 92 
 

(b)  关于“有限救赎论” 
 在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郁金香”(T-U-
L-I-P) 中 , 争议最大的是 “L”, 即 “ 有限的救

赎”(Limited Atonement), 即便在加尔文主义内部, 
也是有人接受它, 有人修改它, 有人拒绝它. “有
限救赎论”(或称“特定救赎”)是说: 耶稣基督在十

字架上的救赎, 只是为着被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

(指蒙拣选之人), 并实际上已经为他们取得了救

恩 . 与之相对立的是 “普遍救赎论 ”(Universal 
Atonement, 或译“普世救赎论”), 认为耶稣基督的

代死救赎是为所有人预备的. 
 

“有限救赎论”是基于逻辑的推理: 既然只

有被预定的人能够得救, 耶稣基督当然就只为预

定得永生的人(被拣选的人)而死, 没有必要为所

有的人死; 进一步说, 如果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

死了, 却又不是所有的人得救, 那么, 耶稣基督的

死就只提供了救赎的“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性”, 
就贬损了耶稣基督代赎的价值, 表示上帝失败了.  

 
改 革 宗 神 学 思 想

(Reformed View)的代表人

物巴刻(J. I. Parker)支持“有
限救赎论”. 这位在英国出

生、后半生在加拿大事奉

的神学家在介绍英国神学

家欧文 (John Owen, 1616-
1683)时， 在其著作《基督之死所带来的死亡之

死》(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中如此评论“普遍救赎论”: 

 
如果它(指耶稣基督的救赎)原本的范围

是普通的人(指涉及普世所有的人), 那么, 
要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但这是圣经否

认的, 提倡“普遍救赎”的人也未肯定之), 
要不圣父和圣子在他们所想做的事上失

败了  —  “那就是说,” 欧文说, “对我们来

说, 似乎是对上帝的智慧、权能、完美的

                                                           
92   上文(C.3.a)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

定论》, 第 328-332 页. 

一种亵渎式的伤害, 也是对基督的死之价

值的一种贬损.” 
 
这样的宣称… 羞辱了基督的工作和祂

自己, 因为这个宣称把上帝的爱贬低为一

个无能的愿望, 把整个所谓“拯救”的恩典

之计划, 变成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上帝之

失败. 同时, 在远远不能彰显基督的死的

功劳和价值下, 它被廉价化, 因为它让基

督的死成为无效... 
 
因此, 这个观点夺去了圣经所给于的上

帝的爱和基督救赎的荣耀, 而把违背圣经

的自救之原则导入圣经所明确(表明)的这

一点  —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

夸”(弗 2:9).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一个普遍

范围(指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救赎是一个贬

值了的救赎; 它失去了救赎的能力, 它使

得我们必须自救. 因此, 普遍赎价(指普遍

救赎)的教义必须被排拒, 正如欧文排拒

它一样, 要视其为一极严重的错误. 相对

地, 欧文所提出的(有限救赎)教义… 是合

乎圣经的, 也是荣耀神的.93 
 
 巴刻对“普遍救赎论”的这种批评, 在加尔

文主义者中, 有一定的代表性(意即获得一定程度

的支持); 然而, 一些加尔文主义者则对巴刻的观

点存保留的态度, 例如, 美国新约圣经学者兼神

学院教授古德恩(Wayne Grudem)写道:    
 
虽然改革宗人士有时候相信, “特定救赎

论”(或指“有限救赎论”)可以作为正统教

义的试金石, 但我们也应当明白, 圣经本

身从未将这点单单挑出, 当作主要教义之

一, 也未把它当作神学讨论的主题; 明白

这点是有益的. … 一个平衡的教牧观点

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对我们而言, 特定救

赎论的教导似乎 【seems, 注: 在原文中

“似乎”(英文 seems )一字是用斜体字, 表
示“强调”或“唤起注意”】是真实的, 它在

我们的神学体系提供了逻辑的一致性… 

                                                           
93   J. I. Packer 著, 诚之译, 《基督之死所带来的死亡

之死》(二), http://www.ccim.org/node/293 . 

http://www.ccim.org/node/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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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ard J. Erickson 

然而, 它几乎无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困惑、

一些误解, 所有这些都是负面的…94 
 
 “有限救赎论”到底有何问题呢? 艾利克森

(Millard J. Erickson)指出, “有限救赎论”认为, 如
果耶稣基督是为所有人

死的,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

得到救恩. 但这个假设忽

略了人得以承受永生所

需的两个因素: 客观因素

(耶稣基督预备的救恩)和
主观因素(人们对救恩的

接受). 在分别仔细查考了

“有限救赎”和“普遍救赎”的圣经依据以后, 艾利

克森的结论是: “普遍救赎理论在解释大部分的

相关经文时, 所产生的扭曲比有限救赎理论少(换
言之, 相比之下, “有限救赎论”比“普遍救赎论”遇
到更多的扭曲和困惑).95 
 
 为什么“有限救赎论”会“几乎无可避免地

导致一些困惑、一些误解”(引用古德恩的话)? 里
程的答案是: “因为它着重‘郁金香’自身的逻辑推

理, 却没有足够重视许多经文的启示.” 里程进一

步解释说: “首先, ‘既然只有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才

能得到救赎, 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为所有人死’, 
这种推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 ‘只
有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才能得到救赎’这个推理的

前设, 有充分的经文依据吗? (答案是没有).96” 
 
 “其次,” 里程评述道, “ ‘普遍救赎论’并没

有贬损耶稣基督的救赎, 也没有主张人的‘自救’.” 
里程引证约翰福音 3:16-19 过后, 解释道: “上帝

深爱着仍沉溺在罪恶里的世人, 以至于把祂自己

                                                           
94   Wayne Grudem 著, 张麟至译, 《系统神学》(美国

新泽西州: 更新传道会, 2011 年), 第 610 页. 
95   Millard J. Erickson 著, 郭俊豪、李清义合译, 《基

督教神学》(卷二) (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 2002 年增订版), 
第 533-534 页. 
96   有者以 徒 13:48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为
圣经根据, 但诚如里程所说: “这句话是指着在彼西底的安

提阿听保罗讲道的外邦人说的. 但是, 这句话却不能演绎为

‘凡没有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不信’. 作者路加并没有加限定

词说‘ “只有”预定得永生的人信了.’ 那么, 没有预定得永生

的外邦听众, 有可能也都信了…”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68 页. 

的独生圣子赐给他们;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

赎, 为世人预备了救恩. 然而,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

的人, 才能获得这个救恩;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就

得不到这个救恩. 也就是说, 上帝对世人的救恩, 
已经由耶稣基督预备好了, 但世人只有凭着信心

才能领取. 信子(耶稣基督)的人得永生, 不信子的

人将要灭亡, 这正是上帝制定的法则, 怎么是贬

损基督的救赎呢? 
 
 “圣父制定了救赎计划, 圣子成就了救赎

计划, 圣灵感动人接受上帝的救赎计划. 一切都

是上帝做成的, 人只是用信心接受上帝的救赎计

划而已. 这怎么变成人的‘自救’了呢? 
 

“基督为世人预备了救恩, 有些人仍拒绝

相信而被定罪, 这不是上帝的失败, 而是上帝的

成功. 因为实现了祂的命定: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

灭亡, 反得永生’(约 3:16);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

名’(约 3:18). 
 
“所以, 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双刃剑. 世人

原本都是罪人. 耶稣基督的救赎, 使信祂的人得

永生; 不信祂的人, 则罪加一等. ‘不信子的人得不

着永生(原文作: 不得见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

上.’(约 3:36);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

罪呢?’(来 2:3).” 
 
然而, “有限救赎论”遭非议的最主要原因, 

是它与许多经文不符. 在此仅以大家熟悉的约翰

福音 3:16 为例. “神爱世人”中的“世人”, 其原文

是 kosmos {G:2889}, 《和合本》、《新译

本》、《吕振中译本》等将之译作“世人”. 按
《更新版研读本圣经》, kosmos 一词可以解释

作“宇宙、地球、地球上的人、大多数的人、抵

挡神的人, 或整个与神的心意为敌的人为系统.” 
 
里程认为联系上下文, 《和合本》等中文

译本将约翰福音 3:16
的  kosmos 译为 “世
人”是合宜的. 他指出, 
耶稣基督是赐给 “世
人”的 , 目的是叫“世
人”中一切信祂的人得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7 

   

《家信》: 第 133期 (2022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永生. 信祂的人是“世人”中的一部分. 所以, 不论

“世人”是否涵盖世界所有的人, “世人”的范围都

大于“信祂的人”. 换言之, 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为信

祂的人死的.97 
 
 

(C.4)   与上帝“爱人”的张力  
 

 按照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 只有被上帝拣

选的一部分人能获得永生, 但这却似乎与圣经中

上帝爱世人的经文产生张力. 里程认为这是加尔

文主义的“预定论”面对的最大难点.  
 
 圣经中有许多经文显明上帝对“世人”(指
世上所有的人, 而非只是蒙拣选的人)的爱, 让我

们客观地查考和审视以下经文: 
 

(a) 上帝神对世人的普遍恩典和看顾 
1) 太 5:44-45: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

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

天父的儿子; 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2) 徒 14:15,17: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

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

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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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太 14:13-14: 
“耶稣听见了 , 
就上船从那里

独自退到野地

里去 . 众人听

见, 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祂. 耶稣出来, 见有

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b)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拯救罪人 
1) 约 3:16: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2) 路 1:78-79: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

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

荫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97   上文(C.3.b)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

定论》, 第 333-338 页. 

3) 提前 1:15: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
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c) 上帝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1) 提前 2:4: “祂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

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2) 彼后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

是耽延, 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

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3) 结 18:23: “主耶和华说: 恶人死亡, 岂是我喜

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

吗?” 
4) 结 33:11: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

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啊, 你们转回, 转回吧! 离
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为了化解“上帝只让一部分人得永生”与

“上帝不愿一人沉沦”等经文之间的张力, 加尔文

主义者提出各样解释. 比如, 有者说, 上帝“不愿

有一人沉沦”的“一人”是指被救赎的人中的“一
人”, 即得救赎的人中将不会有任何人沉沦; 上帝

“愿意万人得救”是指“所有被预定、蒙拣选的人, 
上帝要他得救”. 里程贴切地评论说: “这些解释, 
脱离上下文, 把解经者自己的想法加进去, 已有

强解经文之嫌了.”【注: 这就是所谓的“私意解

经”或“曲解圣经”(eisegesis)  —  将自己的意思读

进经文里, 而不是“原意解经”(exegesis)  —  将经

文的原意读出来】.98 
  

又如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所说 : 
“神不喜悦不义的人死亡, 那使祂忧伤; 但是, 祂
选择允许他们按他们自己的意志拒绝或不信 .” 

                                                           
98   加尔文(John Calvin)表明他着重文法、历史、原意

解经(exegesis), 反对私意解经(eisegesis, 指把自己的意思读

进经文里). 他在罗马书注释的序言中写道: “解经家的首要

任务, 是让圣经作者说出他的意思 (注: 此乃 exegesis ), 不
是强将自己认为作者应该说的加进去”(注: 此乃 eisegesis ). 
然而, 可惜的是, 加尔文在解释预言时却常采纳“灵意解经” 
(注: 他是无千禧年论者), 把许多经文给灵意化, 不照字面

来解释 , 反而 “强将自己认为作者应该说的加进去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解经释经二-释经史

简介/ . 此外, 在解释救赎论时(例如“有限的救赎”), 加尔文

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  强将自己认为作者应该说的加进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解经释经二-释经史简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解经释经二-释经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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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 (Augustine)

马丁路德 (M. Luther)

史普罗(R. C. Sproul)的解释也相似: “神并不因恶

人死而欢欣; 对恶者的惩罚也不会带给神喜乐.
祂选择要如此做, 是因为惩罚邪恶是好的. 祂因

祂审判的公义而欢欣, 但为那必须执行的公义审

判而悲哀; 这样的心情有点像一位法官坐在审判

席上, 却必须审判他自己的儿子下监狱一样.”

然而, 要使艾利克森和史普罗的解释成立,
一个必要的前提是: 世人有接受或拒绝上帝的救

恩的选择权. 但是, 按照加尔文主义“预定论”, 所
有的人都犯了罪, 并且没有悔改的能力, 都该沉

沦; 唯有被上帝预定、蒙拣选得永生的人才能悔

改、免于沉沦. 换句话说, 如前所述, 人走向沉沦

的终极原因 , 不是人的犯罪 , 而是上帝没有预

定、拣选他们. 如果一个人沉沦与否(指是否沉沦)
完全在乎上帝是否预定、拣选, 那么, 既然上帝

愿意人人都悔改, 为什么祂不预定、拣选所有的

人都悔改、得永生呢?

正如有几个人同

时溺水, 救生员有能力把

他们都救上来; 但他只救

了其中一部分人, 任凭其

余的人溺毙. 我们能说这

位救生员不愿溺水者有

一人死亡、而愿他们都

得救吗? 如果法官有能

力合法地让自己的儿子

免于下监狱, 他却坐视不管, 我们能说这位法官

对自己儿子下监狱的忧伤是真实的吗?

奥古斯丁说: “上帝绝对能够使恶人悔改. 
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因为祂不愿意. 为何祂不

愿意? 这是上帝的事 .”(《创世记字义新探》

11·10·13).99 对此, 马丁路德讲得更明确. 他在回

复伊拉斯姆(Erasmus)的《论自由意志》的著名论

文《论意志的捆绑》中写道:

《论自由意志》因无知而欺骗了自己,
不区别公开传讲的上帝和隐藏的上帝, 亦
即不区别上帝的道和上帝自己. 上帝做了

许多不曾在道(指神的道  —  圣经)中向我

99 转引自 徐国铭著, 《基督宗教的自由观》(台中: 
财团法人华人圣经会—浸宣出版社, 2001 年), 第 62 页.

们表明的事; 祂也定意许多不在道中向我

们表明哪些是祂所定意的事. 根据祂的道,
祂不愿意恶人死亡; 但根据祂深不可测的

旨意, 祂却定意恶人死亡. 然而, 注意祂的

道是我们的事, 而不要理会那深不可测的

旨意, 因为我们是靠祂的道, 不是靠那深

不可测的旨意被引导的.100

里程指出, 这是

马丁路德关于“上帝意

志的双重性”、“隐藏的

上帝与显明的上帝”的
观点. 对此 , 马丁路德

说 : “我追随的是保罗

的脚踪, 免得有什么人

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一

种创见.” 他表示自己是

从圣经(如: 赛 45:15; 罗 9:13-20; 帖后 2:4 等等)得
出这种看法的. 马丁路德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就

是: “上帝就是上帝”(Gottes Gottbeit, 注: 强调上

帝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性, 不受任何约束的). 他说

上帝“不会用祂的道来约束自己, 乃是保持自己

的自主性, 超乎万物之上.”【注: 里程指出这是

“唯意志论”的影子】

虽然马丁路德宣称这关于“上帝双重意志”
的观点不是出于纯粹的个人臆测, 而是来自于对

圣经的解读, 但此宣称仍引起很多困惑. 比如, 为
了证实“上帝双重意志”的观点而引证 申 29:29: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惟有明显的事

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

法上的一切话”(申 29:29). 以此宣称上帝一定还

有许多隐秘的旨意, 没有在圣经中向世人显明(包
括马丁路德所说的: “根据祂的道, 祂不愿意恶人

死亡; 但根据祂深不可测的旨意, 祂却定意恶人

死亡”), 里程回应道:

但是, 圣经揭示的“道”本来就是上帝的

旨意, 怎么会约束上帝呢? 又如, 阿尔托依

兹(Paul Althaus, 1888-1966, 德国路德会

神学家)质疑道, 如果隐藏在道后面的“上
                                                          
100   Martin Luther 著, 《论意志的捆绑》, 载于 路德文

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编, 《路德文集》(第二卷) (上海: 三
联书店, 2005 年), 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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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依兹 (Paul Althaus) 

帝的旨意”与祂在道中所表达的旨意是不

同的 , 那么 , 人们还能毫无保留地相信

“道”向他们提供的上帝的怜悯和拯救吗? 
“在太多的例子里, 隐藏的旨意似乎在嘲

笑显明的旨意.”(D. A. Carson 语). 难道上

帝的旨意是自相矛盾的吗?101 
 
 里程还问道: “既
然上帝隐藏的旨意与上

帝在‘道’(圣经)中启示

的上帝的旨意是不同的, 
且是深不可测的, 路德

(马丁路德)又怎能从圣

经启示的‘道’中得知上

帝‘定意恶人死亡’的隐

藏旨意的呢? 难道, 路
德在圣经以外, 获得了

上帝的特别启示? 如果这种特别启示与圣经相违, 
它是来自上帝的吗? 阿尔托依兹说: ‘最后, 我们

要再次提醒自己记住路德的声言: 讨论这位隐藏

的上帝及其秘密活动必须是: ‘因拣选的缘故’. ” 
然而, 用‘上帝隐藏的旨意’为奥古斯丁‘预定论’的
难处解围, 似乎不太奏效.”102    
 
 路加福音第 15 章从三个比喻中展示上帝

对罪人悔改的关切和喜悦: 
 
1) 路 15:7: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

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2) 路 15:10: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

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3) 路 15:31-32: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

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

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理当

欢喜快乐.”  
 
   这些比喻, 与“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结
33:11)、“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 我多次愿

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

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太 23:37b)和上帝“不愿有

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等等相符

                                                           
101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348 页. 
102   同上引, 第 348 页. 

一致, 遥相呼应, 浑然一体. 里程如此形容: “上帝

愿意所有罪人悔改的怜悯心肠, 跃然纸上, 力透

纸背!” (意即上帝愿意所有罪人悔改, 这方面的心

愿是既深且重, 显然易见, 不容置疑的) 
 
 总之, “上帝愿意人人都悔改”与“上帝只预

定部分人得永生, 任其余的人灭亡”之间的张力, 
至今尚不能有效地被化解. 对于真心相信“预定

论”的基督徒, 他们在传福音时, 可能出现尴尬局

面: 既想让非信徒尽快悔改信主, 却又难于向不

信的人(包括自己尚未信主的父母、配偶、儿

女、亲朋好友)由衷地、笃定地说: “上帝爱你!” 
“上帝要拯救你!” 因为不知道上帝是否预定、拣

选他们得永生(还是已经预定他们灭亡).103 
 
 

(C.5)   “道德主体错位”的危险  
 

有关加尔文主义 “ 预定论 ” 的 “ 郁金

香 ”(TULIP), 其 中 的 “I” 是 “ 不 可 抗 拒 的 恩

典”(Irresistable Grace). 有者解释说, 这并非说人

不会抗拒圣灵的施恩, 也不是说人会在圣灵的强

迫下, 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上帝的拣选. 罪人

可能会抗拒圣灵的感动, 但圣灵的能力远超人的

能力, 被拣选的人抗拒到最后, 会变得无能为力. 
在圣灵的感召下, 被拣选的人将心悦诚服地接受

圣灵的恩典. 
 
这样的解释在某程度

上或许可以讲得通. 不过, 在
道德层面上, 这种解释会遇到

难处. 里程解释道:  
 

圣经一直在谴责人的悖逆, 呼唤罪人悔

改、回归上帝; 人若不悔改, 将遭受上帝

的刑罚. 但是, 如果上帝的拣选是使人脱

离罪恶和死亡的首要、终极的原因(注: 
加尔文主义者都赞成人得救[得以脱离罪

恶和死亡]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拣选之故, 
所以按加尔文主义者的论点, 上帝的拣选

是使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首要、终极的

原因”), 那么, 上帝就成了“第一当事人”, 

                                                           
103   上文(C.4)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338-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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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 (真名: 冯秉诚) 

而人成了依赖于“第一当事人”的“第二当

事人”, 其行为是由作为“第一当事人”的
上帝决定的. 这样, 就可能产生“道德主体

错位”的危险: (意思是)作为“第二当事人”
的人, 固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 
但归根究底, 要为其行为负根本责任的, 
是作为“第一当事人”的上帝. 因为, 所有

的人都生活在罪恶中, 除非上帝拣选、施

以援手, 否则无人能够自拔; 于是, 仍旧陷

于在罪中的人, 是由于上帝不拣选他们脱

离罪恶. 如此一来, 上帝成了人陷在罪中

不能自拔的始作俑者.104 
 
 对于“为什么上

帝不拣选所有的人”这
个问题, 马丁路德认为

是上帝的奥秘, 人的智

慧有限, 不宜深究. 加
尔文则认为这是上帝

的旨意, 他说: “因神的

旨意是公义至高的准则, 所以祂所预定的一切, 
必定是公义的. 但你若进一步追究, 神为何这样

预定, 你就在寻找比神的旨意更高的原则, 然而

这原则并不存在.” 加尔文的这种观念, 被学者称

为“唯意志论”(voluntarism)或“意志论”.105  
 
 加尔文所说的, 在某方面是对的, 即上帝

是最高的至善, 凡祂做的, 都是善; 没有任何别的

标准比上帝更高, 可以评判上帝的作为. “然而,” 
正如里程写道, “上帝的善不是抽象的, 是有具体

内容的. ‘世人哪,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祂向你

                                                           
104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326 页. 
105   “唯意志论”的英文是“voluntarism”, 源自拉丁文

“voluntas” (意为“意志”). 凡过分著重意志、忽略理性或道

德品格的理论, 都可称作“意志论”. 中世纪苏格兰的神学家

苏格徒(John Duns Scotus, 1255-1308)是“唯意志论”的倡导

者. 他强调上帝的绝对自由, 因为万物的现状, 都是上帝自

由拣选(指上帝按自己的意志有绝对自由作出任何的选择

或安排)的结果. 苏格徒甚至说, 即使人没有犯罪, 神的儿子

照样成为肉身, 因为道成肉身不是由人的罪定规的, 不过是

上帝的自由拣选 (选择 )而已 . 麦葛福 (另译 : 麦格拉斯 , 
Alister McGrath)指出, 加尔文说过: “若非上帝喜悦, 基督就

没有任何功劳”(引自《基督教要义》2·17·1), 这与“唯意志

论”一脉相承(指这两种思想或学说从同一派别世代相承流

传下来).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327 页. 

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
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弥 6:8)… 人悖逆上帝就是

恶, 就是罪. 如果上帝使人陷在悖逆祂的恶中, 显
然也是恶(指上帝这样做显然也是罪恶的). 
 

“加尔文运用的逻辑是: 首先肯定上帝使

人陷于罪中, 是上帝的作为; 然后, 因上帝所做的

都是善, 所以, 上帝使人陷于罪中也是善. 但是, 
‘使人陷于罪中是上帝的作为’这个前设, 难于立

足. 悖逆上帝是恶; 使人陷在恶中当然是恶.”106 
因此, 加尔文主义的理论最终“把上帝带到‘使人
陷在恶中’的恶行”, 这绝对违反圣经的教导, 是对

公义慈爱的上帝最大的侮辱!  
 
 

结语: 
 里程提醒道: “逻辑在神学体系的建造中, 
有其合理性. 但是, 当逻辑推理的结论缺乏圣经

依据时, 使用这样的结论就当谨慎. 若推演的结

论与经文相悖, 就不可强解经文, 或置不利推论

的经文于不顾. 应该按经文的启示, 审视、矫正

其逻辑, 而不是企图把圣经的启示圈在神学的逻

辑圈子里.”107 简之, 要用圣经经文来审视和批判

神学理论, 而不是用神学理论来解释圣经.  
 
 
***************************************** 

附录一:   《基督教要义》中的预定论 
 

加尔文(John Calvin)在《基督教要义》的四章

中讨论到预定论. 值得留

意的是, 预定论在《基督

教要义》不同版本的编

排次序上有所改变 . 在
1539 年版, 预定论安排在

第一卷, 是与上帝的护理

一起讨论的; 但在 1559
年的最后修订中, 加尔文

将预定论移至第三卷, 放
在救恩的教义中.   

 
对于这方面的变动, 里程在《从圣经看预定

论》一书中评述道: “笔者猜想, 加尔文的最后一版

                                                           
106   上文(C.5)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325-327 页. 
107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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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Augustine of Hippo  

 
 

杨庆球博士 

《基督教要义》把预定论放在救恩部分, 可能更多是

出于策略上的考量. 因为当时反对‘双重预定论’的人

不少.108 把预定论的讨论放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 
也许可以缓解与反对者之间的张力.”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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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加尔文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 
 
 加尔文(John Calvin)在《基督教要义》的四章

中讨论到预定论. 根据里程组略统计, 在加尔文讨论

预定论的这四章中, 他引用了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十二部著作, 引文超过 30 次. 加尔文称“奥古

斯丁是我们正当传预定论的

好榜样”【《基督教要义》

3·23·14】; 他说: “我之所以

引用奥古斯丁的话, 是因为深

盼他(奥古斯丁)所说的话比

我(加尔文)的有更大的权威.”
【《基督教要义》3·23·13】. 
加尔文还说: “虽然我可以只

引用奥古斯丁的话写一本书, 
以此证明这是教父的教导, 然
而我不想如此增加读者的负担.”【《基督教要义》

3·22·8】. 实际上, 加尔文所持的“预定论”的立场, 就
是中世纪, 特别是十四世纪奥古斯丁学派的立场.110  
 
 在这四章的论述中, 加尔文对自己所持的预定

论的观点持强硬的态度. 凡与之观点相异者皆被划入

“不敬虔的人”【《基督教要义》3·21·4】、“我们的

仇敌”【《基督教要义》3·21·4;  3·23·1;  3·24·15】、

“愚昧者”【《基督教要义》3·21·7】的范畴. 可见在

加尔文的心目中, 预定论是相当重要的教义, 而非次

要的教义. 主后 1551 年, 法国修道士、医生博尔塞克

(Jerome Bolsec)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之观点. 结果在

加尔文的要求下, 博尔塞克被逐出日内瓦.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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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马丁路德与预定论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预定论”的论述虽不

是系统的, 却是明确支持的. 但他对“双重预定论”的
                                                           
108  例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反对“双重预定论”, 
参本文附录 
109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94, 96 页. 
110   无疑的, 奥古斯丁是主张预定论的. 但正如里程所

写的: “奥古斯丁所主张的, 是单向预定论, 还是双重预定论? 
至今无定论.”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 请参上引书, 第 31-44 页.  
111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95-96 页. 

态度, 文献的记载却不一致. 有的认为他支持“双重预

定论”, 有的则认为他反对“双重预定论”.  
 
 马丁路德认为, 赎罪只是对被拣选之人的, “基
督绝对不是为了所有人而死.” 路得对预定论置信不

疑, 很可能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 “因为这是他所属修

会的创立者圣奥古斯丁提出来的.” 此外, 马丁路德支

持预定论的教义, 也出于他个人的属灵挣扎之经历, 
以及对圣经(特指罗马书第 9、10、11 章)的领会.112 
 
 加拿大的杨庆球教授评

论道: “路德(马丁路德)虽然没有

直接主张双重预定论, 但他发现

圣经论及上帝的双重意志, 即上

帝对人拯救的意愿和对人的忿

怒.” 然而, 接受“双重预定论”对
路德是颇为困难的. 因为, 对那

些自以为已经被预定得救的人, 
自然有说不出的宽慰, 但对那些自忖已被定罪的人, 
却是最残酷的折磨. 在修道院期间, 马丁路德说:  
 

如果说上帝随意弃绝人类, 先使他们的心刚

硬, 然后定他们的罪, 这
是完全不合常理的说法. 
难道上帝真以“罪”和永刑

为可喜的事吗? 祂怎能说

是大有怜悯和慈爱的主

呢? 历代以来多少人产生

反感 , 就由于这种说法 . 
将上帝描写为不义、凶

残、暴戾的上帝, 任谁也会反感, 我自己就不

止一次感到绝望, 宁愿上帝没有造我出来.  
 
 里程总结道: “总之, 从笔者查找的文献看, 路
德支持‘预定论’, 但对‘双重预定论’似乎没有明晰、

一致的观点. 不论路德对‘双重预定论’持何种态度, 有
一点是明确的, 路德最终没有像加尔文那样从理论上

建立‘双重预定论’的教义. 因为路德的关注点不是预

定论, 而是‘因信称义’.”113 

                                                           
112   路德认为: “在罗马书第 9、10、11 各章里, 保罗所

教导的乃是关于上帝永恒的预定, 一个人之信或不信, 脱离

罪或不脱离罪, 原是从这种预定来的. 因此, 我们得称为义, 
便完全不归自己掌握, 而归上帝掌握. 这是极其必要的, 因
为我们是如此的软弱而不稳定, 如果这事归我们掌握的话, 
连一个人也不能得救, 魔鬼一定会把我们大家都胜过; 但上

帝既然是稳定的, 祂的预定又绝不会有误, 同时谁也不能阻

挡祂, 所以我们仍旧有希望克服罪.” 同上引, 第 67 页. 
113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 67-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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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Grady Davis 

52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不同菜色篇(二): 

叙事文释经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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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赖若瀚在其著作《食

经讲道》一书提出释经讲道的十大步骤(请参

本文附录). 我们已在前十期的《家信》探讨

了释经讲道的第一至第十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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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应用、结论归纳和

引论题目). 我们也已来

到“不同菜色篇”. 上期探

讨了“标题式释经讲道”, 
本期将谈论有关“叙事文

释经讲道”. 
 
(文接上期) 
 

(D) 不同菜色篇 
 

(二)   叙事文释经讲道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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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随之成

为从经文中选择材料的主要骨干 .”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reaching, 第 102-103 页. 

 犹太人有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 “真理”
到世上来, 它没有穿衣服. 人都怕它, 没有人理会

它, 刻意远离它. 它敲门, 也无人给它开门. 后来, 
“故事”来了, 看见“真理”缩在一角, 饥寒交迫. “故
事”深感怜悯, 将真理带回家, 把自己一些上好的

衣服给它穿上. 后来, “真理”再到村庄里敲人家的, 
因这次穿上了“故事”的衣服, 众人都改变态度, 欢
迎它, 把它接纳进到家里. 从那个时候开始, “真
理”与“故事”成了好朋友. 
 

以上这故事说明“讲故事”的重要. 赖若瀚

在《食经讲道》一书中贴切指出, 传统的福音派

讲台多半是对人的左脑说话, 较多传讲对真理的

分析. 然而, 若是太多采用伦理式的讲道, 会容易

让人疲累, 也难以进入听众的心灵深处. 难怪不

少人听道时眼神呆滞、表情木然. 因此, 传道者

要注意如何处理并更多传讲叙事式的经文.115 
 
讲道的形式除了传统的三种: 经文式、解

经式、标题式(专题式、主题式)之外, 还可以加

上第四种: 叙事式. 早在 50 多年前, 讲道大师戴

维斯(Henry Grady Davis, 
1889-1971)已经提出, 一
篇讲章可以有五种不同

的模式, 分别为: (1) 一个

题目的讨论; (2) 一个主

题的演绎; (3) 一个信息

的启发; (4) 一个问题的

解答; (5) 一个故事的讲

述. 罗宾森后来用不同的

字眼来重组, 但其中仍包

括一个故事的讲述.  
 
 赖若瀚在他所写的《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了有关“叙事文释经讲道”. 我们在下文

将之内容加以编辑, 并简略讲解:116  
 

1. 重视叙事文讲道 
2. 注意叙事文解释 
3. 传讲叙事文守则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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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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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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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Eugene Lowry

Calvin Miller

4. 两种叙事文传讲

(一) 重视叙事文讲道

为什么我们要更多重视叙事文的讲道呢?
原因十分简单, 可分三方面.

(a) 圣经重视叙事

犹太人有句谚语说, 因为神喜欢故事, 所

以祂创造了人类. 整个救赎计划就是透过祂创造

的人类来进行, 换句话说, 是透过叙事式来表达.
包括人的堕落、选民(以色列)的历史、耶稣基督

的道成肉身、救赎的福音(林前 15:1-8), 初期召

会(教会)的历史等. 神既然喜欢采用这种形式, 可
见它的重要性. 若是将圣经中的叙事文拿走, 全
书就剩下不到一半的篇幅了.

圣经中的叙事文用故事体裁出现, 看起来

是一篇篇的故事, 却是神奇妙安排的故事, 是神

借着圣经作者们用生动的描绘, 完美的结构布局,
窥探人类心灵深处的人性表现. 因此, 若要忠实

传讲圣经全备的启示, 就必定不能忽略叙事文的

体裁.

(b) 听故事的世代

后现代人在电视、电影、电脑等各式各

样的媒体陪伴长大的情况下, 他们的脑袋已被图

像与动画充斥. 他们喜欢听故事. 难怪电视电影

中的桥段变化莫测, 层出不穷, 连各式各样的小

说、心灵鸡汤等类的书籍都不乏读者.

我们喜欢听故事, 是
因为故事具有动感, 悬疑性

强, 有引发人想像的魅力 ,
不单孩童喜欢, 成年人也很

感兴趣. 后现代的人喜欢经

历、要看见、要亲身投入

动感的世界中. 有者如此形

容: 对于后现代的人, 没有

“动感”就没有“感动”.

赖若瀚认为, 传道者不单要“重讲”圣经的

故事, 让听众“重听”圣经的故事, 更要让他们“重
活”这故事, 让人经由 3D、有声、有色、有深刻

印象地进入圣经叙事文的世界. 若只是持续地用

机械式与抽象化的讲论, 教会将会失去新的一代.

(c) 容易被人认同

叙事文有血有泪, 描绘着许多人生命的故

事, 容易让人认同. 叙事式的讲道多采取归纳式

来传递真理, 很少用命令句, 它经常将抽象的观

念具体化, 也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 加上有互动

效应, 可以使传道者容易与会众打成一片.

后现代人不太能接受说教式的讲道, 故事

式的讲道因此可以静悄悄地从后门进入, 不是先

进脑袋, 乃是先进心房. 加
尔文 · 米勒 (Calvin Miller,
1936-2012)写道 : “叙事式

的讲道如同有经验的辅导

员, 是按照会众的情况来讲

述故事, 直到带出应用. 这
些答案不是以 ‘应然 ’(注 :
“应然”指的是应该的样子)
或‘不可’等方式来表述. 叙事式的讲员用故事与

‘高举自我的世代’(特指后现代的人)对话, 针对他

们的需要, 却不让人觉得讲员是在‘说教’.”

洛瑞 (Eugene Lowry)
因此提出 “ 讲章的情节 ”
(Homiletical plot)的概念, 作
为对讲道的新理解: 故事可

以带领人进入另一个世界 , 
提供新的经验, 并从这个经

验产生意义; 当人的感情投

入故事情节之时, 意义就产

生了. 洛瑞说, 这样的讲章不

一定要根据圣经中的一段叙

事文, 甚至讲章也可以不是故

事式的. 按洛瑞的定义, 叙事

式讲章在早期就建立张力, 造
成不平衡或不协调. 接着下来

是将讲章(如同在故事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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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引导到高潮, 然后峰回路转, 达到讲章的最

终结局.  
 

(二) 注意叙事文解释 
 

近代学者十分注重文体释经与文体讲道. 
由于叙事文与教义式的体裁不同, 所以解释与传

讲时应有各自特别的处理方法, 因为经文的意义

会受盛载的器皿影响. 例如砂锅鱼头、汽锅鸡及

铁板牛柳, 顾名思义都知道需要特别的器皿, 才
可以煮得好吃. 

 
新约圣经中的罗马书、以弗所书等, 采用

论理的文体表达信息, 特点是比较直接、重理性

与分析, 在探讨教义时十分重要. 旧约圣经的叙

事文以及新约圣经的四福音等, 采用叙事文来记

述, 则属比较间接、重感受, 让人体会故事的力

量, 从别人的经历而看见神的作为. 
 
吕贝克教授(Prof. Ray 

Lubeck)写道: “圣经中的叙述

是真实的, 这不仅因为它们准

确地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事, 也
因为它们描绘出真实世界的

形相, 这些故事教导我们人与

神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真理. 在
这些叙述中, 也隐含着一些永

恒的和普遍的真理, 若我们能

将这些教训正确地辨识和应用在个人的生活中, 
将令我们有所获益.”  
 
 

(a) 辨认分类 
 

叙事文若按文体分类可有事迹、传记、

悲剧、戏剧、比喻等. 若按性质分类, 有历险(但
以理三友在火窑中、但以理在狮子坑中)、拯救

(如亚伯兰救援侄儿罗得)、寻觅(希伯来书第 11
章的信心英雄寻找更美的家乡)、被逐与流放(创
世记第 4 章的该隐)、死亡与再生(约拿鱼腹中的

历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考验(亚伯拉罕献以

撒、但以理与三友经历多次的考验)等.    
 
 

(b) 解释原则 
 

费依与史都华(Gordon D. Fee & Douglas 
Stuart)提出要注意叙事文的三个不同层面. 最低

层次是不同的个人事迹; 然后是中间层次, 是有

关旧约的以色列民族或新约教会的整体描述; 最
高层次是从这个事迹看清神全盘的普世计划.  
 
(b.1)  选取性高, 非完备记录 

圣经不是一种编年史. 
它具有高度的选取性, 是作

者在选材的时候经过精心的

设计, 而且在圣灵的带领之

下写成的. 对不同人物的记

述, 固然多寡不一, 而对同一

位人物, 在不同时段的记述

也有多少的不同. 无论记录

下来事迹的多寡, 都具有历

史的准确性.  
 
(b.2)   记述事迹, 非教导教义 

叙事文的目的不是要

教导或印证教义, 乃是透过圣

经人物的经历, 让人体验神的

作为. 叙事文不直接讲述主题

与信息, 只透过对人物的刻划, 
让读者去揣摩、去感受, 而不

是去分析.  
 
当然, 叙事文有时候可以配合教义、印证

教义、偶尔会有一些评语来说明教义, 但是大多

数的叙事文是没有说明什么的. 说明文的直接论

述才具有这方面的功能.  
 
(b.3)  描述人物，非刻划模范      
  叙事文记述已发生的事. 因此, 不是所有

的人物都是模范人物, 不是所有的结局都是理想

结局. 圣经人物多是正面角色, 但也不乏反面角

色, 如撒但的讲话、愚昧人的作为等. 有时候同

一个人同时具备正反两面的特质, 不一定能划分

清楚.  
 
 例证一: 神人与老先知 (王上 13:1-32) 

在开始时, 神人有神的同在, 建立了神话语的

权威, 但后来却被狮子咬死. 相对的, 假先知开

始时假传圣旨, 后来却成为神宣告审判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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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没有明说着老先知是真是假, 只有自己按

文理去推敲. 经文字里行间提供的线索, 让我

们相信他是个假先知(或是已不再被神重用的

先知了, 编者按). 其一是老先知既然在伯特利, 
神竟然不用他去责备耶罗伯安, 反从犹大差神

人前去. 其二是经文两种称呼, 一是老先知, 一
是神人, 相信是要凸显他们二人的不同. 其三

是老先知鼓励人违逆神的话. 最令人感到不解

的是 , 后来叙事文亦称神人为“先知”(王上

13:23), 只不过是在他犯错之后.  
 
(b.4)  英雄是神, 非个别人物 
      叙事文有一定的设计. 圣经作者用文学的

方式过滤 , 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 , 如为神的荣

耀、神的国度、神的拯救

或强调神某一方面的属性

而写. 因此, 最终的英雄是

神, 而圣经作者经常是站在

一边的, 也就是站在神的那

一边 . 阿瑟斯教授 (Prof. 
Jeffrey D. Arthurs)评述道: 
“圣经的叙事可以定义为对

一些人或活动具有准确历史性, 并具备写作造诣

记录, 其目的是启示神自己与启发读者.”117 
 
 

(c) 注意重点 
 

解释叙事文时当注意些什么呢? 其实圣经

的叙事文, 有许多特色是基于文学技巧的表达, 
奥尔特教授(Prof. Robert Alter)在他有关圣经叙

事文的经典著作中说: “在圣经的叙事文中, 文学

技巧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

的角色, 时时刻刻都会因为不同的情况而出现微

妙的变化. 遣词造句、记述的细节、叙述的节

奏、对白的

细微变化, 以
至文本中由

众多枝节交

织而成的整

体脉络, 往往

                                                           
117   Jeffrey D. Arthurs, Preaching with Variety: How to 
Re-create the Dynamics of Biblical Genr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2007), 第 64 页. 

都由文学技巧支配.” 
 
“当你阅读当代小说和叙事, 或以批判的

态度观赏和分析电影时, 你会发现许多叙事的基

本原则和技巧都是适用的. 如果家里有录影机, 
你大可以自己去揣摩一下叙事学的技巧.” 
 
 
(c.1)  完整性: 它如何自成一独立单元? 
      要注意叙事文的结构与合一性. 先从大处

着眼, 然后才看小节. 注意不同的情景如何一幕

幕地展示在我们眼前, 不要将幕景任意截断. 因
为每篇叙事文都有它的一致性及其思想单元. 耶
稣基督的比喻甚具完整性, 容易辨认. 但旧约中

的叙事文却没有那么容易. 
 

罗宾森(Haddon Robinson)说, 在处理叙事

文的时候 , 要注意几件事 . 
首先, 脑海中要随时记得全

面的图画. 要记得传讲的是

一个思想单元, 不是个别的

经节. 所以要想到段落, 或
是讲道的单元. 其次是强调

经文的轮廓, 不要满足于在

字词片语中找到零星片段

的几点亮光, 而要指出各词

语与经节间的联系. 最后需决定哪些要仔细说明, 
哪些只要简略介绍.  

 
一个事件的完整性可以从它的整体布局

得知. 意思是事件的设计尚未完结, 最好不要停

止. 有关布局的处理, 留待下回分解.  
 
 例证一: 路加福音 15 章 (浪子的比喻) 
     讲述浪子的比喻最好是一气呵成, 指出主题与

重点. 尽量不要把人物分三次讲, 一次讲父亲, 
一次讲小儿子, 一次讲大儿子. 因为他们是彼

此连在一起的.  
 
(c.2)  上文下理  —  它于整篇叙事文有何关系? 
      四本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记述耶稣

基督的生平事迹, 它们都有其所要强调的信息. 
研读叙事文要先从大处着眼, 了解作者为什么写

这本书, 再根据全书的写作目的与合新信息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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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事件. 因此, 要了解写作的上文下理. 当解读

上下文之后, 经文本身的目的与意义自然会凸显.  
 
 我们也要注意叙事文的“家族”. 他们具备

一定的上文下理 , 不是忽然冒出来的 . 吕贝克

(Ray Lubeck)写道: “传讲圣经叙事文的经文时, 
要谨记着每个故事不是要指出三、四项不同的

道德教训. 其实, 一连串的事迹是有目的地连接

在一起, 用以表达一项整体适用的概念.” 
 
 例证一: 创世记 38 章与约瑟事迹“家族”(创 37

至 50 章)的关系. 
若要研究约瑟的生平与事

迹, 必须将它放在“家族”中
来了解. 然而, 解经家对于

创世记 38 章有关他玛和犹

大的事迹为何放在这其中, 
则感到非常困惑, 意见也不

相同. 奥尔特(Robert Alter)
认为它与整个家族是连在

一起的. 他精辟的见解如下:  
 

故事以犹大离开他的兄弟开始, 而表达

这个行动的语句相当古怪 , 直译作“他
从… 下去”, 无疑是试图把犹大之离别兄

弟跟约瑟之离别兄弟联系起来…. 犹大和

他后代的故事, 如同约瑟的故事, 甚至如

同整卷创世记一样, 都是讲到铁定的长子

继承权给颠倒了… 或许进一步说, 故事

到这个阶段, 加插了这些材料是对家谱的

讽刺, 因为一方面, 排行倒数第二的约瑟

最终会在有生之年管治自己的兄弟, 一如

他从前在梦中所见那光; 而另一方面, 排
行第四的犹大更成为了以色列王的祖先, 
这在创世记 38 章结尾时会提到. 

 
 例证二: 撒母耳记与历代志对大卫形象的描述

大有不同, 撒母耳记不违言地记述大卫人性的

一面, 如他犯罪、逃难、装疯等. 但历代志对

这些却绝口不提, 反将大卫抬举到十分崇高的

位置.  
 

 例证三: 列王纪与历代志的记述也显然有别. 
历代志只记述犹大的历史和大卫家的历史. 在

写作时, 北国已亡, 因此对神人和老先知事件

中耶罗波安的罪行没有缕述(王上 13、14 章).
列王纪记述了许多先知的事迹, 可是在历代志

中, 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生平都被刻意省略了

(王上 16 章至王下 10 章). 历代志的作者也未

详细列出导致北国沦亡的诸般罪行(王下 17:1
至 18:12). 

 
 
(c.3)  背景  —  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背景可以细分为历史、地理、时间、文

化等因素造成的情况, 让人可以先注意, 这些情

况如何带出事件的意义.  
 
 例证一: 历史背景  —  神人与老先知事件(列

王纪上 13 章) 
要明白神人与老先知的事件, 必须先明白当时

的历史背景. 在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时候, 
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弃神, 转去敬拜偶像, 一直

以来神都要求祂的圣民以纯正的心意来敬拜, 
申命记 12 章 1 至 32 节要求敬拜集中在中央

的圣坛举行, 因此, 在南国是在耶路撒冷的圣

殿中敬拜. 然而, 在北国的敬拜, 都经常在邱坛

并混杂了迦南异族的仪式. 对于北国诸王而言, 
要衡量王的好与坏, 是按照一个叙述模式, 即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尼八的儿子

耶罗波安所行得道, 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的那罪.” (王上 15:34;  16:31;  王上 3:3;  10:31;  
13:2-11;  14:24;  15:9, 18, 24, 28;  17:22). 
 
列王纪的编者认为(也是神借编者指出)以色列

在但和伯特利立下金牛犊的坛, 是犯了大罪; 
然而, 北国诸王始终执迷不悟(参 王上 12:25
至 13:34). 他们排斥耶路撒冷的重要地位, 这
些邱坛便成为量度并定北国诸王的罪的标准.  
 

 例证二: 地理背景  —  神差以利亚到撒勒法去

(王上 17:8-24) 
列王纪上 17 章, 一开始时在基立溪, 神借着乌

鸦供养以利亚. 当基立溪开始干涸, 神的能力

受到人质疑时, 神差以利亚到撒勒法, 说已经

安排了一个寡妇供养他. 撒勒法是外邦之地, 
这显然是刻意的铺排. 在路加福音第 4 章记着

当主耶稣引述这个事件时, 祂特别提及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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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以利亚到以色列地, 反而差他到西顿的撒

勒法去(路 4:25-26). 主耶稣正是要强调“没有

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路 4:24). 不论在

主耶稣的时代或在以利亚的时代, 外邦人中仍

有人愿意相信以色列的真神, 然而在以色列的

本土上, 众人却是背离神甚远. 
 
 例证三: 时间背景  —  但以理书事件发生的时

间(但以理书 2-3 章、5-8 章、10 章) 
但以理书中的时间背景, 能让读者明白到底事

件是在但以理生命中何时发生的. 第 5 章巴比

伦大帝国已在伯沙撒王期间被波斯国征服, 第
7 章与第 8 章分别是在伯沙撒王元年与在位第

3 年发生. 而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第 8 章的

“双羊梦”中, 只看见玛代波斯与希腊两国, 因
为巴比伦大帝国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第 2 章的“巨像梦”(或作: “大像梦”)发生在“尼
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但 2:1), 而第 3 章尼

布甲尼撒做金像要人敬拜, 却没有记述年份. 
但以理书为什么一反常态, 其他事件都有记述

年份, 而这个却没有呢? 因为, 第 3 章的“金像”
与第 2 章“巨像的金头”有点关系. 尼布甲尼撒

大概不能全然了解但以理对“巨像梦”的讲解, 
又或者刻意不要接受自己只是巨像中的金头, 
所以造一个全身的金像, 希望巴比伦帝国永远

巩固存留. 但以理也刻意不提及这事件的日期.  

 
另外, 但以理书第 10 章发生在“古列王(塞鲁

斯王)第三年”(主前 537 年), 这是但以理书记

述最晚的一个日子(但 1:21 只提及到“古列王

[塞鲁斯王]元年”. 若但以理在主前 605 年被掳

时是 15 岁的年轻小伙子, 72 年过去, 他已经是

87 岁高龄了. 神在这时仍赐予异象, 可见他实

在是大蒙眷爱的人. 当年正月 24 日(参 4 节), 
但以理已经哀哭了“三个七日”. 在这 21 天中, 
他经过了正月 14 日的逾越节与正月 15 到 22
日的除酵节. 可见但以理是在克苦己心的情况

下, 度过这两个节期.  
 
(c.4)  人物  —  谁参与在事件当中? 
      这事件与整体叙事文的设计有什么关系? 
谁是主角? 谁是配角? 谁是正派? 谁是邪派(反派)? 
人物的造型是什么? 他们具备什么特征等等? 还
要注意这个人物如何随故事的情节而有所演变

(从正变邪, 或反之亦然)? 作者如何透过他来表达

人性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案?  
 
 主角是整个事件都围着他发展与转变的

人物. 可以从一些描述、情节、对话、行动、情

绪起伏, 及与其他人的互动等, 看见他是怎样的

人物.  
  
 接着要留意作者如何刻划配角与主角的

关系, 他们的家庭背景、属灵光景与品格. 他们

与叙事文中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彼此产生的张力

等. 虽然我们不一定每次都可以说主角是神, 但
如上文所述, 神总是背后的英雄, 同时是叙事文

背后的大导演. 
 
 例证一: 一页家庭的糊涂史(创 27 章) 

中国著名讲道者黄原牧师, 曾用这章经文(指
创世记 27 章)讲了一篇道: “一页家庭的糊涂

史”. 这的确是以色列先祖家中的闹剧, 也可以

由此看见人性的败坏. 
 
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 是以撒? 雅各? 以扫? 
还是利百加? 不错, 以撒掌有祝福的主控权. 但
若细心看整个事件, 却是利百加在操控着整个

事件的策划与执行. 他才是这个事件的主角. 
雅各只算是利百加的助手, 是利百加手上的一

枚棋子而已.  
 

 例证二: 浪子的比喻(创 15 章) 
在浪子的比喻中, 到底谁是主角呢? 这问题一

直以来都备受争议.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8 

   

《家信》: 第 133期 (2022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Austin B. Tucker 

一般人因为浪子离家与回转, 实在有强烈的戏

剧性, 因此, 自然以为浪子是主角. 若是从整个

路加福音 15 章来看, 在前两个比喻中, 不论寻

羊或寻钱, 谁是主角十分明显, 是主动寻找的

牧羊人与妇人, 而不是被寻回的羊或钱. 所以

浪子的比喻中, 若是以那位父亲作主角, 似乎

更合理. 这样的解释使整个比喻的重点放在父

亲及他的一切举动: 他的爱、等候、跑上前、

以及他的宽恕等. 
 
(c.5)  布局  —  事件如何发生? 又如何演变? 
      布局(layout)是整个事件的计划, 是策划如

何将一连串的事件或场景(scene)带到高潮, 最后

达到预定的结局. 布局是有目的(purpose)的, 事件

的“本末(指开始与结束)由来”经常要等到看见结

局时才知道.  
 
 布局是叙事文的灵魂, 
它决定人物与场景如何安排. 
每个事件都可以用布局的特

定格式来分析, 此时要注意故

事中的人物如何与布局连成

一气及次第展开(“次第展开”
意即按顺序开展). 
 
 奥斯汀·塔克(Austin B. Tucker)归纳了七

种不同的布局. 这七种布局如下: 
1) 消灭强敌  —  大卫与歌利亚 
2) 否极泰来  —  约瑟 
3) 担当重任  —  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4) 迷途知返  —  浪子回头 
5) 喜剧人生  —  [注: 圣经很少纯粹喜剧的人生] 
6) 悲剧人生  —  参孙 
7) 重生救赎  —  福音书的故事 

 
无论如何分类, 布局总是为我们制造张力. 

从一开始就要注意, 要看张力如何产生, 如何持

续, 又如何缓和等. 有时候会有多个布局, 即在张

力渐趋缓和之际, 又有另一个张力逐渐产生. 
 
 例证一: 争夺长子名分(创 27 章) 

双重布局, 一开始时的张力与悬疑是以撒好像

要认出雅各的假扮, 但在最紧张的关头, 以撒

没有认出.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时, 结局却引出

另一回的张力. 因此以扫怨恨难消, 决定杀雅

各以泄心头之忿(41 节), 因此产生了双重布局. 
 
 例证二: 神人与老先知(王上 13 章) 

在神人与老先知的事件, 开始的布局是一位从

犹大来的无名神人, 蒙神使用, 向耶罗波安宣

告审判的信息, 并彰显神的权能(王上 13:1-10), 
而暗伏着神吩咐神人不可留在伯特利吃喝. 序
幕过后, 在回程的路上, 出现了老先知(王上

13:11), 将事件的布局带到另一个张力中. 当老

先知邀请神人回家(在伯特利)吃喝的时候, 作
者明说老先知是要“诓哄他”(王上 13:18). 由此

可见, 张力转移至老先知为什么要诱骗神人到

他家, 且神人为什么那么单纯地听从了老先知

的话? 看到神人决定返回伯特利时, 读者的心

不由得紧张, 神是否真的会刑罚这位被神重用

的神人呢? 
 
接下来的张力更加明显强大, 因为事件没有按

照读者预期的情况结束. 为什么好人(神人)竟
然受罚. 而坏人(老先知)却逍遥法外? 这种张

力不单是由悬疑的情节产生, 更是因为抗衡着

读者一直持守的信念而产生. 最终的问题是: 
“在这场真假先知的斗争中, 谁是赢家?” 在此

的确可以看见神人的失败, 但是他的失败并不

代表神的失败, 那更加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性

与权威性, 是不容怀疑与抗拒的. 
 
(c.6)  张力/高潮点  —  事件有什么悬疑与张力

产生? 
      注意作者在铺排资料时制造的张力或冲

突, 同时注意张力如何因神的作为而得到舒缓, 
至终得到解决. 
 

张力可以存在于人物与另一个人物之间, 
亦可以存在于人物与他的环境, 甚至是人物与自

己心灵的对话等. 在圣经中, 有不少的情况是人

物与神之间的张力.  
 
 例证一: 大卫与歌利

亚(撒上 17 章) 
经文记述歌利亚看见

大卫没有穿军装 , 只
是拿着杖 , 带着一个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9 

   

《家信》: 第 133期 (2022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甩石的机弦前来, 所以他向大卫说: “你拿杖到

我这里来, 我岂是狗呢?”(撒上 17:43).  “难道

我是一条狗吗?” 这话出自敌人的口, 被记录下

来, 提供一种强烈的映衬. 歌利亚是巨人, 而且

气焰高涨, 怎么会像一条狗呢? 
 
然而, 在作者写作技巧的铺排下, 歌利亚所说

的话正是作者要道出来的重点. 在大卫的眼中, 
“歌利亚是一条狗”, 一头野兽. 大卫曾经在牧

羊的时候杀死狮子和熊, 那么他面前的这条狗, 
又算得什么呢? 作者用这种深具创意的想象, 
带出故事的高潮, 最终大卫使用牧羊人日常射

击野兽的甩石机弦和一块石子击杀了歌利亚. 
 
(c.7)  明显映衬  —  有什么明显的映衬? 
      作者有时会刻意铺排一些明显的不协调, 
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映衬, 及人物与非人物的映

衬等.  
 
 例证一: 大卫与歌利亚(撒上 17 章)  

扫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 , 他自

幼 就 作 战 士 ”( 撒 上

17:33). 这话说得合情合

理, 而且符合事实. 它充

分利用了“年轻”的正负

两面 , 构成一个精密的

句子 . 扫罗提到歌利亚

是“专业的战士”时, 说他

“从小(年轻, KJV: youth)就作战士”, 这里的“年
轻”一词带着正面含义; 相反地, 前一章(撒上

16 章)的上半部已经告诉读者, 这位少年人接

受了先知撒母耳的膏立, 并预定要成为新王. 
扫罗说, 大卫“年纪太轻”其实是有负面的含义.  
 

(c.8)  重复用语  —  作者是否刻意用重复用语

来表达信息? 
      重复用语在叙事文中重复出现, 显然具有

强调功用, 可以称之为“鹦鹉用语”(parrot words), 
表示如鹦鹉般经常重复.  
 
 例证一: 神人与老先知(王上 13 章) 

“耶和华的命/话”一词在全章出现 12 次(第 1, 2, 
5, 9, 17, 18, 20, 21[2x], 26[2x], 32 节). 由此可

见, 经文的主要重点是“神的话”以及与神的话

相关的回应.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到伯特利, 
宣布神的心意(第 1,2,5 节), 并受嘱咐不可以在

伯特利吃喝(第 9, 17 节); 而神人因为违逆这谕

令, 遭受神的刑罚(第 21, 26 节). 
 
另一个重复用语是“回去”、“回家”、“回来”等, 
其英文是“turn”或“return”, 共出现 16 次(第 7, 
9, 10,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6, 29 节), 
而“道/路”(way)同样出现多次(第 10、12 节). 
最后的高潮点是在于耶罗波安没有从自己的

恶道转回正道(第 33 节). 而神人的路程与路向, 
更显示他在神的面前没有遵从神的道路而行.  
 

(c.9)  旁述者评语  —  作者有加上什么评语吗? 
      旁述者其实由作者扮演 , 可称为作者的

“化身”或“替身”. 他们有时候会在叙事文的前后

加上评语, 表明立场、指出主题与目的, 或是对

人物作总结论定等.  
 
 例证一: 创 6:6: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

中忧伤.” 叙述者(旁述者)指出神无所不知的属

性, 而且祂是满有感情的. 
 
 例证二: 创 27:41: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

福, 就怨恨雅各, 心里说: ‘为我父亲居丧的日

子近了, 到那时候, 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 以
扫因被雅各骗去长子的祝福而心生怨恨, 心中

对自己说要将雅各杀掉. 
 
 例证三: 撒下 11:27: “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

和华甚不喜悦.” 大卫所行的直接地违反神的

命令, 叙事者指出神对该事件的看法. 
 
 例证四: 代上 10:13-14: “这样, 扫罗死了. 因为

他干犯耶和华, 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

求问交鬼的妇人,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耶和

华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此处

是扫罗的失败的盖棺论定(注: 这成语的意思

是盖上棺材盖, 才能下结论; 指一个人的功过

是非到死后才能作出确定的评价) 
 
 例证五: 代下 15:16-17: “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

迦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 亚
撒砍下他的偶像, 捣得粉碎, 烧在汲沦溪边.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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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D. Arthurs 

是邱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 然而亚撒的心

一生诚实.” 历史事迹具有教导性, 作者有时指

明主题. 
 
 例证六: 约 20:30-31: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

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要

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

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约翰说明

他记述主耶稣事迹的主要目的, 是叫人“信耶

稣是基督”. 其实约翰在选材上花了不少功夫, 
同时也放弃了不少次要的材料. 

 
除了上述例子之外, 还需注意到明显的矛

盾、前瞻、伏笔、对话、刻意的堆砌、象征性

用语等. 
 
 

(三) 传讲叙事文守则 
 

有些人不知道如何传讲叙事文, 特别是旧

约故事, 所以就略去不讲, 十分可惜. 我们应试着

增进传讲叙事文的功力与效果, 以下是一些建议.  
 

(a) 学会讲故事 
 

讲圣经的叙事文, 就要学讲故事. 既要讲

故事, 就要讲得好. 为什么在圣经中有那么多的

故事, 而在我们的讲道中却是那么缺少? 因为我

们的讲章经常跟从希腊式的演讲技巧, 而不是跟

从圣经的模式.  
 
在生活中, 我们常讲故事, 多数的人讲自

身的遭遇都会讲得生动有趣. 为什么讲圣经故事

的时候, 却变得沉闷枯燥呢? 相信主要是因为大

家太熟悉圣经故事了, 没有新鲜感. 有传道者说: 
“我相信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 我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在故事中找一些“神学意

义”(指圣经教训), 就算交差了. 
另有传道者不真正将自己投

入圣经的叙事文中, 自己没有

兴趣, 就很难让别人有兴趣了. 
 
因此, 要学习将每个耳

熟能详的故事讲得新鲜又吸

引人. 要讲得生动, 讲得活泼, 讲得有力, 讲得让

人认同 , 可以与自己的生活连在一起 . 阿瑟斯

(Jeffrey D. Arthurs)写道: “除非我们自己本身感

到故事真实、对我们而言是真的, 否则这些故事

不会有力量或能持续流传. … 如果这个故事不是

和听者有关联的, 他也不会听. 一个伟大和持久

的故事, 是关乎每一个人的, 否则它不会持续流

传. 只有那些深深关乎个人的, 让人感到熟悉的

故事才能如此, 否则, 那些外族人、陌生人不会

对它感兴趣.”118   
 
 在讲述的时候, 要按幕景及故事的整体来

传讲, 注意事件中一幕一幕的感动, 让人感到正

活在故事当中. 千万不可将故事切割成支离破碎

的片段, 或者是用三个重点而将叙事文切割, 跳
来跳去. 若将故事拆散, 又没有主题, 只在其中找

一些可应用的原则, 那是糟蹋了故事的特色. 
 
 

(b) 运用想象力 
 

运用想象力带有某程度的冒险性, 因为想

象力是主观的, 而启示是客观的. 在结构上创新

比较安全, 在内容上创新则较为冒险. 想象力好

像火一样, 必须规限在一个地方让它燃烧. 没有

规限, 就无法保障安全. 有人说“想象力”是“解释”
的朋友. 然而, 若是处理不当, 它也可以成为“解
释”的敌人. 

 
运用想象力要先从默想开始. 可以根据经

文的框架来默想, 或者称为“以圣经作框架”. 想象

力不可以离开这个框架, 若是离开了, 正如火离

开了火炉, 就会造成相当的危险. 从默想经文, 可
以得到灵感. 有人高举他的想象是“透过圣灵而

来的”, 但圣灵所赐的“想象”必是根据圣经的(因
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 圣灵不可能自相矛盾). 

 
讲道者的思想在圣经与圣灵的引导下, 进

入熟悉的经文, 从中体会新意. 然而, 写成这样的

一篇讲章, 仍需要很好的想象力.  
 
 

(c) 找神学(圣经)原则 
 

                                                           
118   Jeffrey D. Arthurs, Preaching with Variety, 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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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叙事文视为平面的故事, 见到一些

人际关系伦理学的功课与教训, 就见猎心喜, 通
盘予以应用(意指全盘或完全都拿来应用). 因为

整个叙事文的要点必须有配合或符合重要“神学

思想”(指合乎圣经教义的思想)的主题, 将所有情

节都归到这主题之下, 从而决定如何应用. 
 
有人问: “故事的重点是什么?” (What is 

the point of the story?). 回答是: “重点正是故事本

身.” (The story is the point). 然而, 不能期望每个

听众都能掌握故事的要点. 讲道者必须提示重点, 
免得大家听后仍然漫无头绪. 
 
 例证一: 看电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呢? 当然, 即使不知道

主题, 仍能欣赏这部电影, 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影片结束时, 当然不会在银幕上打出电影的主

题或教训. 然而, 在讲台上却不一样: 必须有所

总结归纳, 最好能有智慧地一语道破.  
 
传讲叙事文的

时候 , 可以设

想: 会众(听众)
听完之后 , 会
如何领受并应

用呢 ? 当然 , 
传道者不能只

根据叙事文而归纳出什么大道理, 然而, 我们

有圣经的全备启示, 可以借着研读其他经文取

得亮光与联系, 校正主题, 然后加以应用. 有时

候, 圣经作者会在讲述叙事文的前后, 放下一

些表达主题的线索. 
 
 例证二: 主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约 9 章) 

约翰福音第 9 章记述主耶稣治好生来瞎眼的

人. 从一开始, 约翰就明说这件事与主耶稣是

“世上的光”(约 9:5)有关. 换言之, 约翰要透过

这个神迹, 来表明主耶稣是“世上的光”. 所以

“作者在说些什么?”, 这个是在寻找经文主题

时必须要问的问题. 而且在叙事性的讲道中, 
那把开启的钥匙经常挂在后门. 约翰福音 9 章

最后一段(约 9:35-41)告诉我们, 当世界的光主

耶稣光照人时, 对回应祂的人, 祂会给于属灵

上的供应.  

 
 例证三: 神人与老先知(王上 13 章) 

本段经文经常出现“神的话”这片语. 耶罗波安

不听从神的话, 神预言将来审判要临到; 神人

不听从神的话, 遭受神立时的审判. 而那执行

刑罚的狮子, 在咬死神人之后, 却静悄悄地等

在那里, 没有吃掉神人的尸首, 也没有伤害驴

子. 它听从神的安排, 没有多做或少做, 似乎在

等候有人前来, 见证这事的真实与完成. 
 
由此, 可以将事件的主题写成: “耶罗波安因为

违逆神而受到神的刑罚(将临性的); 同时, 曾被

神使用的神人, 也因为违逆神的命令而受到神

的刑罚(立时性的).” 在当时纷乱的世代中, 这
两者足以给众人作为非常鲜明而严重的鉴戒.  
 
这主题可以转化成为讲道的原则: “无论在任

何什么情况下, 对于神的话语, 我们只有绝对

的尊重与顺从.” 
 
 

(d) 用传讲技巧 
 

有时经文是一则故事或一段事迹, 讲道者

可以重述一遍. 在叙述时须运用创意思考, 加上

表情动作, 配合声调语速的变化, 使听众有点想

象空间, 能进入故事原来的意境之中. 加尔文·米
勒(Calvin Miller)解释道: “要宣讲叙事式讲章, 必
须巧作安排. 要经过排练熟习, 辅以戏剧性来加

强效果. 这也许是叙事式讲章最难的部分. 可以

用耳朵、高喊、停顿等来带出效果, 赶快行动, 
延缓行动, 唤起情感, 引人注目, 都是宣讲时可用

的手法.”119 
 
 

(四) 两种叙事文传讲 
 

要传讲叙事文体裁的经文, 就得注意文体

的形式与风格, 以便讲明白故事原意所要说明的

重点. 传讲叙事文体(narrative style)和传讲说明文

体(expository style), 哪一样比较容易呢? 其实两

者都不容易. 笔者认为叙事文更为难讲, 因为它

                                                           
119   Calvin Miller, “Narrative Preaching”, in Handbook 
of Comtemporary Preaching, ed. Michael Duduit (Nashville: 
Broadman, 1990), 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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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 Miller 

的主题不清楚, 不能一下子就说出主题. 传讲说

明文比较容易, 因为论理的成分高, 可以从经文

的结构与文字处理的法则去寻索归纳. 
 
传讲叙事文有以下两种方式: 

  
(a) 叙事式 

 

经文若是叙事文体 , 
自然可以用讲述叙事文的方

式来处理. 因为有了故事的

情节, 就可以按照故事的进

度传讲. 故此, 有些讲章本身

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主耶

稣有时候有比喻来作为祂的讲道, 便是很好的例

子. 加尔文·米勒(Calvin Miller, 1936-2012)写道: 
“叙事式讲道不单包含着故事, 它本身就是一个

故事, 从开始到结束, 都把整篇讲道锁定在一个

单一的情节上, 作为其主题. 不论出现任何情节, 
独立的例证或劝戒, 可以丰富或装饰这段叙述, 
但叙事的主题始终如一, 从开始到末了带动着整

个宣讲.” 
 
当然, 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将多个故事串连

在一起来传讲. 每个事件称为一个“感动环”. 当然

有的故事只有一个“感动环”, 但多数讲章通常有

几个“感动环”, 它们按事件本身的顺序逐一出现.  
 
 例证一: 司提反的讲章(徒 7 章) 

使徒行传第 7 章是用叙事文建构的讲章. 司提

反选取了几段旧约的选民历史, 讲述了会众熟

悉的旧约故事, 用归纳法指出其中的重点, 最
后用一个主题将它们串连起来. 若他在一开始

就说出主题, 可能早就被人用石头打死了, 绝
对没有机会讲完. 
 
司提反复述以色

列人的历史, 巧妙

地指出犹太人重

视的圣地与圣殿 , 
在神晓谕祂圣民

的一贯心意中, 从
未被宣示为最重要的. 神在米所波大米(另译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向亚伯兰显现, 

在埃及和旷野向摩西启示(注: 这意味着神的

启示与同在不局限于耶路撒冷的圣地与圣殿). 
司提反表现出先知的身分与精神. 他深知道众

人将会对付他, 如同他们的祖宗对付以前的先

知与属灵领袖一样, 但他毫无畏惧, 勇往直前. 
即使先祖多次弃绝神安排的救星, 然而神的同

工与拯救却是从未停歇, 神的同在完全不限制

于圣殿或是任何地方, 如 徒 7:49-50 所引证的: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

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经文中“被弃绝”与“得拯救”的主题是在第 51-
53 节.  

1) 约瑟: 代表经节是第 9 节: “先祖嫉妒约瑟, 把
他卖到埃及去; 神却与他同在.” 

2) 摩西: 代表经节是第 25 节: “他以为弟兄必明

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
35 节: “这摩西, 就是百姓弃绝… 神却… 差派

他作首领、作救赎的”; 第 39 节: “我们的祖宗

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3) 主耶稣: 代表经节是第 51-53 节: “你们这硬着

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那一个先知不

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

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 杀
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竟不遵守.” 
 
司提反在信息中进一步指出: 因为约瑟等三人

(指约瑟、摩西和主耶稣)后来都成为自己同胞

的救星, 他借此劝勉百姓要回转归神. 而他们

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是以色列人抗拒神的

主权之延续. 当他这样直接责备犹太公会的人

时, 他们就怒不可遏, 冲上去把他推到城外, 并
用石头打他, 将他杀害. 

 
 例证二: 演绎阿摩司书  

在某次教导有关阿摩司书 3 至 5 章, 因时间紧

迫, 提早一个星期告知同学预备分组演出其中

的异象, 并在演出之后, 用一句话予以归纳, 最
后再提出应用. 结果大家在短短一节课的时间

内, 成功地掌握了三章经文的信息与应用, 省
时省力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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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法的优点, 正是我们值得传讲叙事文

的原因: 注重感官、引人入胜、具新鲜感. 然而, 
叙事式的讲道也不是全无缺点. “叙事式讲章的

一个弱点, 是它偏重归纳性. 讲员可能会错误地

假设, 讲章本身能引导听者把个人的生命故事与

讲道的结论连结起来. 然而, 好些人也许未必受

感动, 能看到讲道跟自己生命故事的关联.” 
 
 “没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埃提阿伯

(另译: 埃塞尔比亚)太监这个问题, 表明不是所有

人的程度都足以明白圣经或一切与圣经有关的

事, 更不要说一听就能掌握信息的中心(指信息重

点或主题), 并加以应用. 从旧约的众先知到新约

的主耶稣与众使徒, 他们传讲信息都期盼人的回

应. 叙事式的讲章却不能积极鼓励回应, 否则可

能造成反效果. 叙事式的讲道是要让人心里产生

共鸣, 暗暗地作出反省, 故不宜期盼正面而直接

的回应. 
 
 赖若瀚指出, 若是经常在讲台上用这种含

蓄的方式讲道, 就会缺乏建议方面的指引. 对于

那些想要领受圣经真理、能吃干粮的会众来说, 
可能会感到只是在吃稀粥, 未得饱足. 因此, 讲章

(讲道)必须要兼有信息与教导的功能, 信徒才可

以装备好, 在这个异端充斥的世代中为真道而战. 
 
 米勒(Calvin Miller)说: “在圣经中有许多

伟大的基督信仰之教义, 将它们讲解明白, 是教

会在教导时必须肩负的责任. 若只用叙事式的讲

道, 我怀疑能否将一切丰富的教义讲得完备.” 
 
 叙事式讲道的另一个弱点是: 如果处理不

当, 会让人误认为只为迎合潮流、取悦听众, 而
不在于传讲信息、改变生命. 有时候, 为了强调

创意或是语惊四座, 不免加油添醋, 将圣经事件

的内容更改得面目全非, 变成另一个故事. 正像

有些小说的人物情节都十分熟悉, 但当它搬上电

影或电视屏幕的时候, 情节作了大幅度的改变, 
跟原著大不一样. 那是最令人失望的事. 
 
 

(b) 旁述式 
 

为补上述的不足, 笔者认为不宜在讲故事

之后就停在那里, 不加上任何解释. 因为不是所

有听的人都能掌握其中的真理, 连主耶稣的门徒

经常都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 特别是比喻. 例
如撒种的比喻, 主耶稣都要加以解释.  

 
最佳的方法, 是将一个或多个事件用主题

将它们串连起来, 加上旁述式的评语和应用. 约
翰福音经常将故事与论理(包括评语)结合在一起, 
让听众知所适从. 这种旁述式的传讲, 也可以有

两种进路: 归纳式(inductive)与演绎式(deductive). 
归纳式中有引言、故事、讲道主题、应用、及

结论. 演绎式则先说出主题, 再讲述故事, 最后提

出如何应用. 这两种进路可以交替使用, 从每个

幕景中找出重点与分题. 如此, 同样是讲述故事, 
因为穿插了评语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展现实践

的信息. 
 
 例证一: 自然反应与信心反应  

每次带团到以色列, 在加利利海中心的时候, 
笔者都会请船家暂时停船, 大家一同思想主耶

稣与门徒三次在加利利海的经历. 
 
我重新讲述这三个故事, 在每段经历中加上少

许有关该段主题的解释与发挥. 由于都是耳熟

能详的故事, 所以要特别懂得掌握事情的张力

与高潮.  
 
全篇讲道的主题订为: “不要

倚靠自然反应, 要学习信心

反应.” 
 第一段: 整夜劳力, 却打不

着什么(路 5:4-11): “不要

靠经验, 要依从主的吩咐.” 
 第二段 : 主耶稣在风浪中

睡着了(可 4:35-41): “不要

惧怕, 要信靠在船中的主.” 
 第三段: 彼得行在海面上(太 14:28-33): “不要

躲在安乐窝, 要仰望主超越困境.” 
 
当弟兄姐妹身处在加利利海中, 用叙事式, 

再加上一点旁述, 已足以让弟兄姐妹穿越时空, 
进入当时的情况, 深切地感受一切. 

 
这种方式的好处不单囊括了上述叙事文

讲道的优点, 更可以避免听众听道之后仍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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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何在. 不必长篇大论, 只要生动地讲出故事, 
让圣经的故事自己说话. 在讲述主题之后, 可提

醒弟兄姐妹该如何应用, 配上一些富智慧的评点, 
会产生更大的果效.  

 
缺点方面, 当然有人旁述太多, 叙事文的

特色会被旁述者盖过了或替代了. 然而, 如果稍

加注意, 就当可以避免. 
  
 

结语 
 

 美国著名的圣经教师吉

布斯(Alfred P. Gibbs)提出采用

叙事式讲道(吉布斯称之为“历
史性事件讲道 ”, Historical-
Incident Sermon)的三大优势: 
  
1) 世人都喜欢听故事(All the world loves a story); 
2) 它提供广大范围的讲道材料 (A wide range of 

sermon material is here provided); 
3) 圣经的事件, 尤其是旧约圣经的事件, 是特别为

此目的 ( 指叙述史实的目的 ) 而记载的 (The 
incidents of the Bible, particularly the O.T., have 
been especially recorded for this purpose).120 

 
总括来说, “讲个故事给我听吧!” 这是人

类心灵恒常的渴求. 简而言之, 叙事文的讲道不

容忽视, 值得尝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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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23 

                                                           
120   Alfred P. Gibbs, Preach the Word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1972), 第 95 页. 
121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491 页. 
122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0). 罗宾森的十步骤

分别是: (1) 选取经节; (2) 研究经文; (3) 发现解经概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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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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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经讲道” 之十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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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同上引, 第 439 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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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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 
 

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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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是
有关长老职分的佳作.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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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编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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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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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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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这合神心意的宝贵真理.128 

 
 
 
 
 
 
 
 
 
 
 
(文接上期) 
 
(C) 复数长老牧养的领导之圣经证据 
 

由复数(超过一人的)长老牧养的领导模式, 
是有圣经明显的证据. 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讨论: 
 

(一)   新约召会中的一贯模式 
(二)   发扬新约地方召会的真性质 
(三)   促进属灵领袖的保护和成圣 

【注: 上期《家信》已讨论以上第一项证据, 本
期《家信》将继续探讨第二和第三项证据】 
 
 
(C.2)   发扬新约地方召会的真性质 
 

地方召会的治理结构 (另译 : 管理结构 , 
structure of government)为地方召会的性质和其

事奉的理念作了深度的说明. 地方召会不是一群

乌合之众, 乃是有同样使命和目标的一个特殊群

体. 我相信众长老式的治理结构既与圣经所启示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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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召会”(church)在新约

圣经中主要是用来指“宇宙(普世)性召会”或“地方性召会”.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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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 例如为了辨别某些宗派常用的词

语时, 本文才将之译作“教会”. 

 
 

Alexander Strauch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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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召会之真实性质最为吻合, 也最能促进这

一性质【注:  我们已在第 129 期《家信》中列举

了长老集体治理的三个现实原因: (1) 平衡了人

的弱点; (2) 减轻工作的负荷; (3) 提供制衡的正式

管理架构】. 现在, 我们将从四方面来思考复数

老式的治理结构与地方召会本质的互补性: 
 

(a) 召会是弟兄姐妹亲密结合的家庭 (Close-
knit Family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新约圣经用不同术语来描述召会的本质  

—  如身体、新娘、殿、群羊等. 在这些词语当

中, 最频繁使用的是“家庭”这个观念, 特别是表现

家人相爱的“弟兄们”(brethren, 注: 所谓的“弟兄

们”也包括姐妹)一词. 家庭召会运动的著名领袖

班克斯(Robert Banks, 澳洲圣经学者兼基督徒教

育家)在他所写的《保罗对团体的观念》(Paul’s 
Ides of Community)一书中作出以下的观察:  

 
 近年来, 虽
然保罗关于

团体 (指召会

群体)的隐喻, 
尤其是关于

“身体”(body)
的描述, 已成

了一个很受

重视的题目, 但他在“家” (household)或“家
庭” (family)方面的比喻却常被忽视, 或只

被轻描淡写地提及. 
 

班克斯对这些用以表达“家庭观念”的频繁

使用和重要性,129 做了进一步的评论: 
                                                           
129   这一强有力的“家庭式群体”在新约里比比皆是, 新
约作者对信徒最常用的称呼便是“弟兄”(brethren, 此用词包

括弟兄和姐妹). 彼得称全世界的基督徒群体为“众弟兄”(彼
前 2:17;  5:9). 弟兄或姐妹一词在整本新约中出现大约 250
次之多, 而它们在保罗的书信里尤为常见. 新约圣经将基督

徒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这一家庭特征以许多实际的方

式表明出来: (a) 早期的基督徒在家里聚会(罗 16:5;  林前

16:19;  西 4:15;  门 1:2); (b) 他们共享物质财产(徒 2:44-45;  
4:32;  11:29;  罗 12:13;  15:26;  林前 16:1;  林后 8:1-6;  加
2:10;  6:10;  来 13:16;  雅 2:15-16;  约壹 3:17);  (c) 他们一同

用饭(徒 2:46;  20:11;  林前 11:20); (d)  他们以圣吻彼此问

安(罗 16:16;  林前 16:20;  林后 13:12;  帖前 5:26;  彼前

5:14); (e) 他们亲切待客(徒 16:15;  21:8, 16;  罗 12:13;  提前

3:2;  5:10;  来 13:2;  彼前 5:14); (f) 他们照看寡妇(徒 6:1-6;  

 
基督徒团体(Christian community)和“家

庭”(family)之间的对比如此大量运用和频

频出现表明它必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比喻... 
它比保罗使用的任何其它形像化描述都更

能揭示保罗本身对于基督徒团体的思想. 
 

因此, 基督的地方召会就是弟兄姐妹联结

在一起的一个家(可指一个“大家庭”).130 这“弟兄

的关系”(brotherliness)也为管理基督徒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关键的指导原则(罗 14:15,21;  林前 6:8;  
8:11-14;  帖后 3:14-15;  门 16;  雅 4:11). 主耶稣

坚持祂的跟随者是真正的弟兄姐妹, 他们当中不

可以有人像当时的拉比一样抬高自己, 使自己比

同伴更高一等. 主耶稣提醒门徒说:  
 

他们一切所作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见. 所
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裳的缀子做长

了. 喜爱筵席上的首座, 会堂里的高位. 又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 称呼他拉比(“拉
比”就是夫子, 老师的意思). 但你们不要受

拉比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太 23:5-8). 

 
   初期的基督徒和他们的领袖完全顺服基

督所教导关于谦卑和兄弟关系(brotherhood)的教

训, 所以拒绝任何特殊的头衔、圣衣、高位, 以
及用高贵的术语来形容他们中间群体的领袖. 他
们选择了长老治会的方式. 他们在圣经的传统中

找到了与他们新的家庭和神学信仰相吻合的治

理结构. 以色列是一个大家庭, 由许多独立的家

庭组成, 而长老们的集体领导是一种恰当的自治

形式(self-government), 它使每个成员都具有公平

的代表. 基督的地方召会也是一样. 长老式的治

理结构也适用于地方召会这个扩大了的家庭观

念. 长老制允许群体中每个愿意并且合格的弟兄

们充份分担群体中的领导责任. 
 

                                                                                                      
9:39;  提前 5:1-16); (g) 他们在恰当的时候管教他们的成员

(林前 5:5-6;  林后 2:1-11;  帖后 3:6-15;  提前 5:19-20). 
130   召会的“家庭性”之所以受到重视, 乃是因为只有人

类这种亲密的关系才能把爱、密切、特权, 及因耶稣基督

的道成肉身和祂的代死所带来的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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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召会是无圣职等级的团体 (Nonclerical
Community)
地方召会不仅是一个由得救的弟兄姐妹

组成的亲密无间、充满了爱的家庭, 也是一个没

有圣职人员的家庭. 她不像以色列分成圣品的祭

司人员(sacred priestly members)和普通百姓(lay
members, 如平信徒), 初期召会是一场全民运动

(因为“所有信徒皆祭司”, 参 彼前 2:5,9). 基督徒

的特别标记 (mark) 不在于圣品阶级 (clerical
hierarchy), 而是在于神的灵居住在一群普通人中

间(住在信徒里面), 并借着他们透过圣灵把耶稣

基督的生命向信徒群体与不信的世界彰显出来.

新约圣经里没有

从神的全体子民中再分

别出来的圣品或牧师阶

层(clerical class), 这是一

个极为重要的真理. 在基

督宝血所立的新约之中,
基督耶稣召会的每一个

成员都是基督身体里的

圣徒, 是君尊的祭司(彼
前 2:9), 并得着圣灵的恩

赐. 保罗教导了基督肢体

所拥有的众多恩赐和服

事(林前 12 章), 但是他只字未提圣品阶层(sacred
clergy)与平信徒(common laity)之间有什么神秘

的鸿沟 . 如果有的话 , 这圣品与平信徒的区分

(clergy-laity division)必然是召会基要的教义, 而
新约圣经一定会提到的. 不过, 新约圣经不仅没

有提及这点, 反而强调神子民的同一性(oneness,
弗 2:13-19), 并且要除去在旧约下存在的祭司与

百姓间那种圣品与世俗之分的观念(彼前 2:5-10;
启 1:6).

圣职主义(Clericalism)不能代表那合乎圣

经、使徒教导的基督信仰. 我们真正要反对的谬

误不单单是由一个人来带领全会众, 而是把圣洁

的兄弟关系(holy brotherhood)里的某一个人“神
圣化”(sacralized), 使他脱离了兄弟关系, 被高举

到一种不合乎圣经的状况. 其实 现今被按立的

圣职人员(clergyman), 无论是传道人或牧师, 就变

成是更正教的祭司(the Protestant priest).【请参本

文附录二】

合乎圣经的长老职份(eldership)不可能存

在于圣职主义的环境中. 保罗为地方召会建立众

长老式的领导结构正是清楚和实际地反对圣职

主义的证据, 因为长老职份在本质上是否定圣职

制度的. 长老在圣经中总是被视为“民众的众长

老”, 或“会众的众长老”, 从不被当作“神的众长

老” (elders of God). 长老是代表那些民众, 是从民

众当中选出来作领袖的一群人.

保罗建立召会的时候, 从来没有设立祭司

或牧师来执行召会的事工. 他在建立了召会以后,
留下的是从信徒当中选出来的一群长老, 由他们

来看顾地方召会(徒 14:23;  多 1:5). 显然, 他认为

这就是地方召会一切所需的. 既然地方召会由圣

徒、祭司和圣灵装备的人所组成, 既然基督以圣

灵的位格在每个聚会中作带领, 任何传统的宗教

陷阱如圣座、圣建筑和祭司、牧师等圣人都是

不再需要的人了, 也是不该被允准的制度. 为了

满足带领和保护一个团体的需要, 保罗提供了非

单一牧师的、属众长老式的领导结构, 因为在这

样的领导结构下, 才不会贬低基督对祂子民的主

权(指基督有权借着圣灵赐给信徒事奉的能力),
也不会贬低所有信徒在基督身体上(指召会中)都
是祭司的荣耀地位. 在这身体上, 每个成员都该

执行事奉(注: 但“单一牧师制度”主要是把事奉

[特指讲道事奉]的职责交给牧师).

(c) 召会是谦卑仆人的团体 (Humble-Servant
Community)
我相信使徒选择众长老式的领导模式的

其中一个原因, 是它把基督徒大家庭的博爱和谦

卑仆人之特质发扬光大了. 新约圣经有一致性的

例子, 说明分担领导的责任(shared leadership)是
在召会中最理想的领导模式, 因为召会是以博

爱、谦卑和服事为重的. 当这样的领导模式正常

运作时, 它比单一的领导模式(unitary leadership,
指由一人领导的模式)更加需要如仆人一般的谦

卑心态. 为了使长老们的集体领导更为有效, 众
长老必须更多显出彼此尊重、互相顺服、彼此

耐心等候、认真考虑彼此的兴趣和看法, 并为了

对方而延缓行动. 因此, 这样的长老模式增进了

弟兄式的相爱、彼此谦让、互相包容、宽容忍

耐和彼此依赖的心, 这些都是一个服事型的召会

所需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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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分担式的集体领导所面对的考验, 
常比独自领导更大. 它更容易暴露出我们彼此之

间对他人缺乏忍耐, 显露我们固执的骄傲、我们

冲动的行为、我们自私的不成熟、我们专横独

断的本性、我们缺乏的彼此相爱和互相理解, 以
及我们祷告的不足; 它也暴露出我们在谦卑礼

让、弟兄相爱和作真仆人的心态方面, 是何等的

不完全, 何其的不成熟. 像哥林多的圣徒一样, 我
们热衷于追求知识和公开恩赐方面的长进, 却不

重视在爱心和谦卑上长大成熟. 
 
我相信今日的召会极需在弟兄相爱、心

存谦卑和学做仆人方面的复兴. 这样的复兴必须

从我们的领袖开始 , 而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biblical eldership)为这方面提供了良好机会, 促
使领袖们学习怎样在彼此相爱和谦卑礼让的环

境下同心事奉, 彼此同工. 由于长老职分在这方

面是整个召会的缩影, 它向整个身体(整体召会信

徒)展现出一个相爱和服事的活榜样, 所以众长老

的集体治理模式最适合于谦卑服事的召会.  
 
 

(d) 召会是服在基督的头权之下 (Under Christ’s 
Headship) 
最要紧的是, 这合乎

圣经的长老职分捍卫和倡

导基督在地方召会的卓越

性和至高地位. 耶稣基督为

祂的门徒留下一个清楚明

确的应许: 只要“有两三个

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 
由于使徒们知道耶稣基督

借着圣灵临在他们中间, 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

者、元首、主、牧人、监督、大祭司和君王, 所
以他们选择了众长老集体治理的模式  —  这个

最能反映此独特和基要的基督徒真理之领导形

式. 这一观念对初期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理论上的

想法, 而是一个现实的实际. 初期召会真的以基

督为中心, 真正依靠基督. 基督为他们与神之间

完全的交通, 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交通, 提供了

一切所需. 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是无限的伟大、终

极与完全, 这使任何其它人、事、物都不能减低

祂是祂子民的中心, 也是他们的丰足. 

 
 因此在第一世纪, 没有一个基督徒胆敢接

受做召会唯一统治者、监督或牧者的位置或头

衔. 可是, 我们基督徒现今却惯性地称呼“某位牧

师”(指单一的牧师, the pastor), 并不停下来想一

想这绝非新约圣经的做法. 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

事实, 我们绝不能允许我们的传统习惯在我们的

心里遮蔽了这个重要的圣经真理. 只有一群羊和

一个牧人 (约 10:16)、一个身体和一个头 (西
1:18)、一个圣洁的国度和一位大祭司(来 4:14)、
一种兄弟关系和一位长兄(罗 8:29)、一个殿和一

块房角石(彼前 1:25)、一位中保、一位主. 唯有

耶稣基督才是所谓的“主任牧师”(Senior Pastor, 
注: “主任牧师”乃宗派所使用的称号, 但真正配

得此称号的唯有“牧长”[chief shepherd]主耶稣), 
其 它 所 有 领 袖 都 是 在 祂 以 下 的 众 牧 者

(undershepherds, 彼前 5:4).131 
 

为了将基督在地方召会和其领袖当中作

带领和亲自同在的真实情况表现出来, 我知道有

一个召会在全体长老开会时, 在主持者的座位旁

边放一张空椅子, 以此提醒长老们关于基督亲临

的同在, 以及祂至高的主权, 并提醒长老们有关

他们的地位  —  他们是服在主以下的众牧者, 必
须借着祷告和神的话语来依靠祂. 
 
 
(C.3)   促进属灵领袖的保护和成圣 
 
 我们现在要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来
说明“由复数合格长老牧养的领导模式”之好处. 
首先 , 由众长老共同负责领导的模式 (shared 
leadership structure)提供了在“问责上所需的保

护”(necessary accountability protection), 脱离那败

坏属灵领袖的特殊罪恶  —  滥权! 这也保护了地

方召会的属灵特质和主的圣名之见证. 其次, 由
众长老牧会的领导模式提供了珍贵的同辈关系

(peer relationships), 来平衡长老之间的软弱和纠

正他们的缺陷. 这是促进属灵领袖成圣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要素. 

                                                           
131   彼前5:4: “到了牧长(KJV: chief shepherd)显现的时

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主耶稣是牧长(chief 
shepherd), 而牧养召会的长老们不过是地位更低、在主以

下的众牧者(undershepherds).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Mat_18.php?section=20#20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Jhn_10.php?section=16#16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Col_1.php?section=18#18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Col_1.php?section=18#18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Rom_8.php?section=29#29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Pe_5.php?sectio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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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Acton (1st Baron Acton) 
 

 
 

E. D. Radmacher 

(a) 共同对领导问责以避免滥权 (Leadership 
Accountability)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 (Lord Acton, 

1834-1902)曾说: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

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英文是: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注: 
他虽是天主教徒, 但
他不忽略教皇的滥

权). 因为我们基督徒

相信罪的真实、撒

但的邪恶和人性的

败坏, 我们可以充分

了解为何人站在权

力的高位上容易腐

败 . 事实上 , 我们愈

了解圣经中对罪性

的教义, 我们就愈强

烈的坚持要有制衡 . 
圣经中长老职分的

集体领导提供了一个真正制衡的正式架构. 牧者

滥用权威, 导致许多召会遭殃. 只有当真正的制

衡存在于平等的众长老领导中, 才有希望制止滥

权方面的可怕滥用. 
  

此外, 像弟兄一样共同分担的领导职分 , 
可以防止骄傲、贪婪以及“扮演上帝”的弊端. 引
用拉德马赫(Earl D. Radmacher, 美国浸信神学院

院长)的话: “领袖们, 甚
至基督徒的领袖, 全都是

罪人, 只能不完美的执行

神的旨意. 因此, 复数的

领导可以用来彼此‘察验

和平衡’, 并且作为保护, 
以防止人要‘扮演上帝 ’
的倾向.” 
  

地方召会被一个

单独的个人所控制, 绝对

不是神的旨意. 牧师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孤单、受

过专业训练、在召会中的圣人, 永远不会真正成

为会众的一分子, 但这种观念是绝对不合圣经的. 
不仅这个观念不合圣经, 它在心理或灵命上也是

不健康的. 论到“将召会领导权交在一个牧师手

中”的缺陷, 拉德马赫评论道:  

 
“平信徒们… 冷淡是因为他们太忙了. 他

们没时间去操心召会的事. 因此, 召会的治

理就主要的落在牧师手中. 这对牧师不利, 
同时对召会也不好. 它很容易使牧师产生

独裁的倾向, 而且在他心中培育出对独裁

权力的爱好. … 因此, 我深信神借着复数长

老的领导模式, 提供了一道篱笆作为保护, 
来阻挡这些强大的引诱. 由一群有平等权

柄的人所提供的相互检验和制衡(如众长

老集体领导的模式), 是最健全, 并可带出

如彼得对复数长老所期望的态度: ‘…务要

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

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
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

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2-3).” 

  
复数长老共同领导的模式确实为地方召

会的牧者们提供制衡. 召会的领袖们(像我们所有

人一样)可能懒惰、健忘、胆怯, 并且太忙以至于

不能尽上他们的责任. 因此, 他们在事奉中须要

同工, 同时要对同工的工作给予帮助, 也彼此制

衡. 所有教练都知道, 一起训练的运动员可以彼

此推动, 互相鼓励, 以达到更大的成就. 当其它人

在旁伴跑的时候, 跑步的人会更努力, 跑得更加

快. 这在神的工作方面也同样真实. 这也是为什

么耶稣基督要差遣祂的门徒两个两个地出去传

道的原因之一(好让两人能彼此相助, 互相勉励). 
 
 

(b) 纠 正 彼 此 缺 陷 的 同 辈 关 系  (Peer 
Relationship) 
我生命中其中一个最深的喜乐, 就是与一

群愿意献身的长老们一同负起牧养召会的职任. 
在牧养神所宝贵、用宝血买赎的子民方面, 我们

众长老一同分担工作, 彼此同工. 在这过程中, 我
们互相磨合, 彼此平衡. 我们互相安慰、彼此相

护、彼此坚固. 我毫不犹疑地说, 除了我的婚姻

关系之外, 我与同作长老的弟兄们的相互关系是

神用来造就我的工具, 使我在基督徒的品德、领

导的能力和教导的职分上得着属灵的成长. 这种

集体领导的长老职分在我基督徒生命的成圣过

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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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S. Lewis

集体的领导可以帮

助召会领袖认知他的错误

和缺陷 , 并作出调整以达

到平衡 . 我们每个人都有

一些盲点、怪癖和缺陷 . 
我们都有鲁益师(Charles S. 
Lewis, 1898-1963)所谓的

“致命的缺陷”. 我们可以在

别人身上很清楚地看到这

种致命的缺陷, 却往往看不见自己的.132 这些致

命的缺陷和盲点, 往往扭曲了我们的判断力. 它
们欺骗了我们, 甚至可以毁灭我们. 这对那些拥

有多方面才干能力、同时具有吸引力的领袖们

来说尤其真实. 由于看不见自己的缺陷和极端的

看法, 加上没有同辈的人加以纠正, 所以有些很

有才干能力的领袖因此毁了自己.

一个单独高坐在金

字塔组织结构之顶端的领

袖, 通常是不会有平衡彼此

弱点或长处的机会. 请留意

美国的葛林里夫 (Robert 
Greenleaf, 1904-1990)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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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的领袖是不正常而且会

腐败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完美的, 我们都

需要亲密同僚的影响力, 来帮助和纠正自己. 当
一个人被移到塔顶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不再有同

伴, 只有下属. 甚至一个最率直、最勇敢的下属

132  因此, 鲁益师说, 真正的智慧是了解你也有一种伤

害别人、令人沮丧的致命缺陷; 当你回顾, 所有做过的计划

总是因某某人那致命的缺陷而遭受挫折, 这些缺陷如无可

救药的嫉妒、懒惰、易怒、糊涂、支配人、坏脾气或易变

的性情等等.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在《按照圣经作

长老》(Biblical Eldership)一书中也正确指出, 你若了解自

己与某某人一样, 也是有那些致命的缺陷, 这是在智慧上迈

进了一大步. 正如你的盼望和计划因别人受挫一般, 别人的

盼望和计划也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因你受挫. 几乎可以肯定

的, 你还是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缺点 — 就像那种叫做“令
人不快的口臭”广告一样 — 除了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口臭, 
其它人都知道. 即使是你以为知道自己的缺陷, 其实还是不

完全知道(指知道得不彻底).

对上司的谈话, 也不会像他们与平等同事之间一

样, 正常沟通的模式也变成扭曲的了.”

我相信那传统的单一牧师若拥有可以彼

此问责及彼此同工的同辈, 他们也能在自己的品

德和事工上得着长进.133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有关“牧师”、长老、监督和牧者

“Pastor”( 牧师 , 弗 4:11) 一词在希腊原文

是 poimên . 这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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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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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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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

“单一牧师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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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无论如何, 在上文中, 英文版的“pastor”一词通常

                                                          
133  上 文 编 译 自  Alexander Strauch,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Littleton, CO: Lewis & Roth Publishers, 
1997), 第 35-44 页. 编译者注: 以上译文主要参考和采纳刘

志雄在《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的译文, 但也有不少处的

译文按英文版稍作修饰, 另加备注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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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宗派牧师制度下的“牧师”, 为了避免混淆, 我们

将它译作“牧师”一词, 以方便辨别.  
 
 
***************************************** 

附录二:   圣职主义与按立牧师 
 
编译者注: 由于受到圣职主义的影响, 很多人(包括著名的

牧师、传道人和圣经学者)把“按立”(ordination)当作事

奉神所不可或缺的圣礼. 没被按立就没资格牧会、施行

洗礼、带领敬拜、主持圣餐等 .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在其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 (Biblical 
Eldership)一书中谈到这方面的例证和问题.  

 
许多更正教徒(另译: 新教徒, Protestants)的内

心深处还是认为只有按立的圣职人员才有资格牧养

教会、带领敬拜、主持圣餐、宣告祝福、布道以及

施浸, 而一般信徒(普通信徒)是不适合执行这些功能

的. 沃肯丁(Marjorie Warkentin)在公平、详细地考察

了有关按立的教导后, 发出警告说, 许多更正教徒在

圣职人员按立一事上, 与“按立是圣礼的概念”危险地

相近. 她正确地指出: “某些人坚持只有按立之后才能

主持浸礼和主的晚餐, 这表明了他们持守按立圣礼的

观念.” 沃肯丁所描述的圣职主义的圣礼之例子, 是即

使在保守的更正教徒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请看婚姻咨询领域的著

名先驱梅斯夫妇(即大卫·梅斯和

妻子薇拉, David & Vera Mace)
在其《圣职人员的婚姻到底怎

么了 ?》 (What's Happening to 
Clergy Marriages?)中是如何提

到更正教徒的牧师: “... 牧师不

单单是一位具有权柄的领导者, 
他也负责教会中所有其它成员

被禁止执行的圣职功能. 他从按

立中领受权力, 主持圣礼, 并在

此直接代表基督, 这给予他特殊和圣洁的馨香之气.”  
 
在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期刊《圣书馆》(Bibliotheca Sacra)所刊登的一文

中, 浸信会牧师约翰·约翰逊(John E. Johnson)断言说, 
牧师的身份和作用与旧约里的先知、祭司、君王及

领袖相同. 谈到牧师作为祭司的功用时, 约翰逊说“如
同旧约的祭司一样, 牧师是(蒙神)正式指派的、分别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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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圣的职事的一部分, 其本质要求最深层次的祭司行

为.” 在没有丝毫圣经支持的情况下, 约翰逊进一步做

出下述的评论: 
 

与旧约的祭司一样, 牧师

最终担负敬拜服事的责任. 
别人可以负责从安排花束

到组织合唱等其它责任, 牧
师肩负着保持神家尊严的

重任 . 他要负责带领敬拜 , 
帮助其它人准备朝见神. 

 
关于牧师扮演的君王角

色, 约翰逊写道: “牧师的部分

身分在于登高眺远, 规划航线, 
集合道路上的人群 .” 事实上, 
梅斯(Mace)和约翰逊(Johnson)
上述有关牧师的宣称都是不合乎圣经的、也是过分

夸大的, 完全贬低了有圣灵内住的神子民和耶稣基督

在祂子民当中的工作和地位.135  
 
  
***************************************** 

附录三:   长老的设立 
 

“二人在各召会(教会)中选立了长老, 又禁
食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 14:23) 

 
(A)  设立过程的起始 

论到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有一个常被误解和

严重忽视的一点, 就是设立长老的过程. 许多召会(特
指宗派的教会)在这一方面失败, 以致有不合宜的人

被设立作牧会的长老, 这也导致悲剧的收场; 又或者

合资格的人却没被培养或被合宜的认可, 这也令人惋

惜. 在设立的过程中, 大部份的召会有二种不同的标

准: 一是对着所谓的“专职人员”, 要求繁多而细微; 另
一是对着所谓的“平信徒”或者“董事长老”, 要求十分

简略. 但这双重标准是圣经上所没有的. 所有牧会的

长老都需完全符合资格, 要经过试验, 并且在众人面

前正式设立. 
 
为了明白合乎圣经的设立长老程序应如何进

行, 我们应先看看是谁起始, 导引这长老设立的过程, 

                                                           
135  以上附录二摘自 斯特劳奇所著, 刘志雄所译的

《按照圣经作长老》 , “第六章: 基于圣经的领导结构”,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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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html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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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O. Gangel 

然后考量在设立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 个人意愿、

资格、拣选、考验、设立和祷告.  
 
 
(B)  设立过程的起始和导引 

根据 提前 3:1 和 多 1:7, 一个地方召会应有监

督(bishop). 根据定义, 监督是督责召会活动之人. 在 
提前 5:17, 长老是管理地方召会的人. 这节的“管理”
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proistêmi {G:4291}, 其意思包含

带领、管理或导引. 所以在重大的事件像拣选、考

验、认可和设立长老人选或执事人选方面, 监督(即
长老)都应指导整个过程(注: 在新约召会初期的长老

或执事的设立, 是由使徒或使徒的代表来开始和监督

设立过程. 参 徒 6:1-6;  14:24;  多 1:5). 如果长老不监

督这设立过程, 混乱和不合宜的管理就可能发生, 有
人就会受到伤害. 更甚的是, 如果长老不主动起首, 整
个过程就会停滞. 因此, 作长老的有权柄、职分、知

识, 带领整个召会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他们知道会众

的需要, 也认识会众, 所以他们能够  —  有心或无意

地  —  抑止或鼓励新长老的形成. 有些召会没有找到

新的长老, 其实是因为没有人认真的在找. 
 

虽然在新约圣经中没有

提供长老设立长老的例子, 但作

为会众的牧者、管家和监督的

长老们, 其角色也自然包括了确

保这长老职分能持续下去. 召会

领袖很重要的责任之一, 就是要

确保长老职分一代接一代地持

续下去. 若要召会延续下去, 一
个绝对重要的因素, 就是长老们

能辨识什么人有圣灵所赐的渴

慕  —  想要为主牧养群羊. 如果有弟兄渴慕牧养神的

群羊(召会的弟兄姐妹), 也透过实际行动显出其渴慕, 
并且在道德也没问题, 长老们就不应让这样的弟兄灰

心. 这样的弟兄应正式成为长老团队的一员. 
 
基于这点, 一个好的长老团体是借着祈祷, 并

寻找适宜的人加入这团队, 且不断训练人, 去准备在

将来接过领导的棒子. 保罗告诉提摩太有关长老职分

的话: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

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 2:2). 理想上, 召会在

试验长老人选以先, 他本人应已准备好, 也被其它长

老们训练过, 会众也观察过他. 事情如此进行的话, 试
验和认可长老人选就会进展快速, 并井然有序. 

 
达拉斯神学院基督徒教育系的系主任甘格尔

(Kenneth O. Gangel)的说法非常中肯: “领袖再生的关

键在于清晰的为此计划”; 甘格尔劝戒说: “召会的领

袖需要能产生领袖, 就像一个家一样, 这个产生是透

过经验、教导和遵循模式.” 论到有关召会领袖的训

练造就之必要性, 斯塔伯特(Bruce Stabbert) 如此说: 
 

然而许多召会中绝大多

数的会众, 在属灵的事上

有严重的阻碍, 并且圣经

知识也有限. 如果情形是

这样的话, 这些人就可能

不会视自己为可能的长

老人选. 这时, 培训长老

的计划就能发挥功能. 
 

我们可以想象当彼得第一次遇到基督时就被

告之三年内, 他要成为使徒, 并且一次要对上千的人

传道. 若是这样, 他可能立即会说: “什么! 我吗?” 主耶

稣如何预备彼得和其它的门徒成为召会的领袖呢? 答
案是: 祂训练他们, 祂花时间在他们身上, 祂教导他们, 
祂与他们一同祷告, 也为他们代祷. 

 
这是地方召会栽培真实长老最重要的方法. 必

须有人要作训练的工作. 或许我们的会众没有很多工

人, 但他们应当被训练, 要有人花时间在他们身上, 要
有人教导他们, 要有人与他们一同祷告, 也为他们代

祷, 这样他们就被装备了. 召会的长老们(或植堂/建堂

的宣道士)应当开始并监督此设立的过程. 正如经上

所记: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 
 
 
(C)  设立长老的过程之要素: 个人渴慕、属灵与

道德上的资格、要被拣选与试验、要被设立

和经过祷告 
一般而言, 大家都以为 徒 6:1-6 提供设立执事

或长老过程的一个模式. 但事实上, 使徒行传 6 章只

记载了最初设立的那七人; 并没有告诉我们会众是如

何持续, 直到使徒行传第 8 章的大逼迫. 如果会众持

续运作(而它的需求也没有消失), 这七人有没有要求

会众选出新的人选? 并让使徒按手或他们直接就被替

代了? 会众是否要求一定要七个人? 可不可以是六个

人或十个人? 选替人选是不是在每年固定的日子进行?  
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都没有答案. 论到有关长老的事

宜也是如此. 就算保罗和巴拿巴在 徒 14:23 遵行使徒

行传第 6 章的模式, 我们仍然不确切知道当使徒离开

后, 长老们如何持续这方面的运作. 
 

同样地, 新约圣经在论到主的晚餐和受浸的细

节时, 也保持令人讶异的沉默. 关于这些事项详细的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2Ti_2.php?section=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Co_14.php?section=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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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Summerton 

步骤, 都留给各地的召会来决定. 就是在摩西的律法

下, 虽详细描述生活各领域的规定, 但像设立或组织

长老的事, 则留给会众决定. 神期盼祂的圣徒能使用

祂所赐的创造力和智能, 去配合祂在圣经中的启示来

筹划这些事. 祂期盼祂的子民借着这些事能彰显福音

的真理和 召会的真实性质 . 我与萨默顿 (Neil 
Summerton)的见解一致; 他在圣灵的引导下说 : 
 

二十世纪技术导向的

人, 其特性之一就是额

外担忧选择方式的细

节. 但在圣经中所看重

的乃是人选的态度和

心灵. 如果我们准确地

按着方法运作, 而所成

就的却是选错了人, 那
也是徒劳无益的. 因着这个原因, 长老的推举

不管是由召会的植堂(建堂)者, 或现有的长老

们, 或是全会众, 这方面都不那么重要, 只要

大家都确定是神所拣选的人就好. 
 

虽然新约圣经对于设立长老的程序并没提供

一个完整的蓝图, 但关键的要素却已明确指出, 让我

们来思考这些要素: 渴慕、资格、拣选、试验、设立

和祈祷. 
 
 
(C.1)  要在个人方面有作长老的渴慕 

经上记着说: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就是渴

慕善工”(提前 3:1). 设立长老时, 第一须要考虑的就是

人选的“个人的渴慕之心”. 如果渴慕是从圣灵而来的, 
渴慕作长老就不是罪, 也不是自我推销. 保罗提醒在

以弗所的长老们 , 是圣灵立他们作全群的监督(徒
20:28). 换句话说, 是圣灵把渴慕牧养的动机放在长老

心中. 同样地, 彼得在 彼前 5:2 也提到长老需要甘心

牧养神的群羊. 所以圣灵所赐渴慕的心是成为神子民

的牧者之起始点. 
 
圣灵所赐渴慕的心, 会自然的显明在工作中, 

这是无法隐藏的. 渴慕作牧养的人会让别人知道他这

方面的渴慕, 这是会众和长老能知道长老人选的方法

之一. 知道这样的渴慕能促使长老们去为那人祷告, 
并借着适宜的训练和领导操练去鼓励那人. 最重要的, 
一个被圣灵所感动、有羡慕作长老的人会摆上更多

的时间、思考和精力去关切别人, 去研读神的话. 圣
灵不会感动一个人而没有相对的牺牲、爱心服事、

爱慕主道的等等证据. 作长老是一项艰辛的工作, 不
仅仅只是在地方召会的决策中心加一个人而已. 事实

上, 一个人愈渴慕作长老, 他的领导力、爱人和爱神

话语的心就愈强. 
 
因此, 一个人被设立为长老之前, 他在召会的

领导、教导和担负责任的能力是已先被证明的. 在 帖
前 5:12, 保罗提醒会众有责任去注意和认可在会众当

中有在带领和教导上殷勤工作的人, “弟兄们, 我劝你

们敬重(或译: 认识; KJV: know ; 注: “敬重”的希腊原

文是 oida {G:1492}, 有密切认识、关注或敬重之意)
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
戒你们的.” 会众和长老们对着一个殷勤服事的人表

示感激, 就是推荐和鼓励他预备自己作长老. 所以在

召会中应明确了解“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就是羡

慕善工”(提前 3:1). 
 
 
(C.2)  要有道德与属灵方面的资格 

在新约圣经中明确强调只有道德上和属灵上

够资格的人才能作长老. 所以除了个人主观地羡慕作

长老的善工(牧养会众), 经上还要求长老人选需要符

合客观的资格(提前 3:1-7; 多 1:5-9). 由于我们在前面

已讨论过圣经在这方面所列出的资格, 便不再此重复

【请参第 130 期《家信》的文章: “合乎圣经的长老

职分 (二 ): 第 (II)项 : 牧会长老的资格 ”, 网址是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合乎圣经的长

老职分二/ 】. 
 
 
(C.3)  要被拣选与试验 

在长老的拣选上, 可以由会众来拣选, 特别是

对着刚成立的召会(徒 6:3), 或由现任的长老们来拣选, 
或者综合以上二者. 

 
到底耶路撒冷的会众如何拣选七个人来负责

分放款项给他们当中的寡妇, 使徒行传 6:3 并未解释. 
然而, 会众组织一个这样的拣选并不难, 因为从早期

以色列国就精确地划分可管理的单位, 如此才能更有

效的沟通、争战、事奉和行进(出 13:18;  18:13-27;  
36:6;  民 2:2; 7:2;  王上 4:7). 会众的决议和执行都是

透过他们的代表或族长(比较 利 4:13 和 4:15;  出 
3:15-16;  比较 出 4:29 和 4:31;  出 19:7-8;  申 21:1-2, 
6-9). 这样的组织方便决定事情和讯息传递. 但我们不

应骤下结论认为在选举七人时, 每一会众都拥有相等

的权力. 他们是犹太人, 不是外邦人, 所以他们习惯于

代表性的领导, 像长老们, 代替他们执行权利(徒 15:6-
22;  21:18). 
 

跟拣选长老人选密切有关的, 就是试验人选的

道德和灵命是否合宜作长老. 会众应慎重考虑长老人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20.php?section=28#28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20.php?section=28#28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二/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6.php?sectio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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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资格. 正式的、公开的试验长老人选的资格是必

要的. 这正是 提前 3:10 所说的“这等人(执事)也要(像
长老一样)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作

执事.” 为了避免设立不当人选作长老或遗漏有资格

的人选, 评估人选的性格和行为是必要的. 我们可应

用 提前 5:24-25 的教导之原则: “有些人的罪(长老人

选)是明显的, 如同先到审判案前(人的试验); 有些人

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这样, 善行也有明显的. 那不明

显的也不能隐藏.” 
 

虽说长老们是带领整个召会进行拣选长老的

过程, 但这不意味着会众是被动的. 合乎圣经的长老

要的是一个有沟通、参予的会众. 合乎圣经的长老是

热切希望倾听、协商和寻求信徒们的智能. 长老或执

事的人选是服事会众, 所以会众要参予试

验和认可长老或执事的人选. 提前 3:10 
的经文是对着全召会一般性的教导, 并不

单单是对着长老们. 因此, 召会的每一成

员应知道圣经上对于召会长老资格方面

的要求. 对于某位人选, 有些人也许知道

一些信息是别人所不知的(例如某位长老

人选曾犯过一些众人所不知的罪),  这样

的信息对于评估的过程是绝对的重要, 不
管这过程已经是如何仔细了. 

 
如果对着人选的品格有异议或指控, 长老们就

应调查指控是否有圣经的根据. 如果没有, 异议或指

控就不受理. 不能只因为个人的偏见而拒绝某个人选. 
会众的成员若要提出反对, 就必须依据圣经的理由. 
这个试验不是声望的竞赛, 也不是召会的选举, 而是

在圣经的亮光中评估人选的品格. 在会众当中只要有

一人依据经文有所异议(特别是指出某人选曾犯过的

罪), 那位长老人选就要被宣布为不适宜这项职分, 即
使那位长老人选在这之前都获得其它人的同意. 拣选

长老必须单单以神的标准为准则, 不在乎人选获得多

少人的支持, 这样才能治理神的家. 
 

在一次(或多次)长老和会众与长老人选的会

面中, 应问明人选的信仰教义、个人的恩赐、服事的

兴趣、家庭的和谐、道德的完整和时间上的承诺. 切
记, 长老资格之一就是“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

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 1:9). 要分配时间去试验那

位长老人选能否运用圣经的教导, 去辅导人和带领召

会, 例如, 人选应该能打开圣经来教导或回答像这样

的问题“圣经如何教导有关离婚和再婚?”、“圣经哪里

记载有关基督神性的教导 ?”、“什么是福音的信

息?”、“对于男女性别的角色, 圣经怎么说?”、“圣经

对于召会的管治怎么说?”, 以及许多其它的例子. 

一定要提供机会给会众的每一成员, 让他们能

借着口头或书面形式(如长老评估调查表), 自由表达

他们的问题、疑问或认可长老的人选. 因为神的话提

供客观、公开的标准, 但我们的责任是确保神对长老

的各项要求全被遵守. 
 

最后, 长老们不仅作为神家主要的代表, 也是

管家, 必须在跟全召会信徒有完全的磋商后, 正式声

明他们对于长老人选是同意、反对、保留或劝导. 
 
 
(C.4)  要被设立 

(a)   遵守先后的秩序  —  先试验, 后设立 
经过试验的过程和长老们最后的认可, 就应该

为那位合乎资格的人选公开设立职分 . 
“先”这个字在 提前 3:10 告诉我们, “指派

长老或执事”一事必须遵守先后的秩序, 
经上记着说: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

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作执事”(注: 长
老也必须遵守这先后顺序). 长老或执事

人选的品格一定要先试验过, 只有在符

合圣经上的要求之后, 才可设立那人进

入职分(指负起长老的职任). 
 

(b)   不可“神圣化”长老的设立 
有关长老公开设立进入职分方面, 新约圣经没

有提供太多详细的指示. 旧约圣经则完全没有提到. 
相反地, 对于旧约祭司职分设立的仪式过程则有详细

阐述, 例如阐述特别的祭牲要如何献上, 也仔细说明

特别的洗濯、仪式的服饰、在特定日子一些活动的

规定、被圣膏油所膏抹等等(参 出 28:40-29:41). 对于

律法上的规定, 人绝不可稍微偏离, 一点也不可.  
 
然而, 新约圣经中的长老和执事不是被膏抹的

祭司, 不是像亚伦和他子孙一样的膏抹祭司(参利未

记第 8 章有关“按立亚伦和他儿子为祭司”). 长老和执

事不是被指派为“特殊的祭司职分或圣职人员”(此乃

许多宗派所持的错误观念). 长老和执事其实乃是在

神的子民当中承担作领导或服事的职分(注: “作祭司

的职分”是每个信徒所享有的特权[“所有信徒皆祭司”, 
彼前 2:5,9], 而非专属一小部分的领导者). 我们应当

谨慎, 不把长老职分“神圣化”, 超越圣经所说的. 在新

约圣经中, 长老的就职从来没有笼罩着神秘感或神圣

的仪式; 没有神圣化的礼仪进行, 也没有特别的仪式

要遵守. 切记: 设立长老不是神圣的圣礼. 这设立的时

刻不是赋予特别的恩典或权力, 也不是使人成为祭

司、圣职人员或圣徒. 在新约圣经中所用的词汇是经

过审慎挑选, 来表达正确的观念和信念, 而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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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eon Morris 

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也仅仅是设立(选立或指派)某人

负起长老的职任. 换言之, 若把“授与圣职给长老或执

事”说成像“授与圣职给法官或政治头衔”, 那就令人

困惑了(也超越圣经所教导, 不合圣经了).  
 

(c)   再思“设立”的一些术语 
路加在记载保罗和巴拿巴为他们建立的召会

进行“选立”长老, “二人在多召会中选立了长老, 又禁

食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 14:23). 路加在此

所用的“选立”(KJV: ordained)一词 , 其希腊原文是  
cheirotoneô {G:5500} , 意思是“ 选立”(select)或“指
派”(appoint). 虽然 cheirotoneô 这用法在后来的世代

成为专有名词  —  专指召会的“圣职授任和按手礼”, 
但路加在使徒行传使用时, 单单是指“选立”的意思(即
没有后来教会历史上将之“神圣化”而发展出来的“圣
职授任礼”或“按手礼”). 
 
 保罗写信给提多, 即保罗在革哩底的代表时, 
曾吩咐他“设立”(KJV: ordain)长老, “我从前留你在革

哩底,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

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多 1:5). 保罗在此所用

的“设立”一词, 其希腊原文是 kathistêmi {G:2525}, 
这词通常是指选派或委任(designate), 所以 kathistêmi
并无任何宗教上的涵义.  
 

在新约圣经中, 当作者提到指派某人执行特殊

的工作或职任时, 常使用最通用的“指派”(希腊文: 
poieô {G:4160} 、 tithêmi {G:5087} 、 kathistêmi 
{G:2525}、cheirotoneô {G:5500}). 这些词汇本身都

没有明示或暗示它们含有现

代圣职按立的观念. 即使是支

持牧师按立的知名圣经学者, 
他们本身虽是牧师, 也承认新

约圣经在这方面所用的词汇, 
是通用的“指派或设立”. 圣公

会的牧师兼 20 世纪最多产的

圣经注释者之一的莫里斯

(Leon Morris)写道: “有关牧师

在整个教会历史所扮演的角

色, 在新约圣经中令人惊讶地几乎没有以‘圣职授任’
来提及.” 不错, 所谓的“圣职授任”(ordination)这词没

出现过, 它的动词“任命”(ordain)这专门的用法也没出

现过. 有一些动词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翻译

成 ordain (指“任命”; 注: 英文字 ordain 有任命之意), 
但它们都存有“指派”(appoint)的意义.  

 
同样的, 另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兼著名的圣经注

释者普兰默(Alfred Plummer), 对于 提多书 1:5 和其它

近似的经文中使用“设立”这希腊动词, 也有以下出色

的评论: “在这些经文当中(多 1:5;  可 3:14;  约 15:16;  
提前 2:7;  来 5:1; 8:3)使用了三个不同的希腊字 
( poieô、tithêmi、kathistêmi ); 但这些字的任何一个

都没有圣职的意义, 我们常常使用的‘按立’(ordination)
是与圣职有关的. 但上述希腊字也没有像‘按立’这样

的隐示, 指圣职授予的典礼或某一像按手礼那样的特

别仪式. 在英语中, 若我们说‘祂按立(ordain)十二门

徒…’, 我们立刻难以避免地联想到‘按立’这词现有的

圣职用法; 这其实是私自添加了新约语文中所没有的

用法… . 这些经文所用的字也常被使用在指派官长或

管家. 正如我们应当避免用‘按立’官长或管家一样, 我
们也该避免使用‘按立’这翻译所造成的联想. 现今的

‘ 按 立 ’ 和 ‘ 按 立 礼 ’(ordination) 的 希 腊 原 文 是 
cheirotonia ( 意即按手 [laying on of hands], 也参 
cheirothesia ), 它含有为了行使圣职而行的按手礼之

意. 但在新约圣经中, 完全没出现过这些希腊字.” 
 
所以将新约圣经中的  poieô (可 3:14)、

kathistêmi (徒 6:3; 多 1:5)或 cheirotoneô (徒 14:23)翻
译成“按立”, 强使人接受了不合乎圣经的祭司制或圣

职人员的涵意. 令人吃惊的是, 不仅圣职按立未曾出

现在新约圣经中, 就是在早期第二世纪召会的作品当

中也未曾出现过. 可以确定的, 若在这方面可以找到

任何根据的话, 第二世纪的伊格那丢(Ignatius)会使用

圣职授任礼来支持他所谓“监督是高于一般地方会

众”的错误论点(因在理论上, 一般会众是没有经过此

圣职授任礼). 但第二世纪中没有实施这样的典礼.  
 
在仔细研究有关按手礼 , 沃肯丁 (Marjorie 

Warkentin)对于“使徒后时期”(post-apostolic period, 指
第一世纪的使徒过后接下来的时期)有以下的观察: 
 

在早期使徒后的时期, 设立进入职分(指长

老或监督的职分)明显地几乎没有什么仪式

或礼节… 我们看到设立这方面的职分时, 新
约圣经是采用一般简单的用语(如 poieô、
tithêmi、kathistêmi、cheirotoneô 等, 而非含

有神圣化的“圣职授任礼”  —  cheirotonia ). 
在基督徒的圈子, 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是这

圣洁、谦卑的职事和家里的一员 . 所以“设
立”这简单的字(而非“按手礼”)最能表达长老

和执事开始进入职任. 在新约圣经中, 没有所

谓“特殊阶级的圣徒”是需借着圣职授予的典

礼来进入服事的. 没有人需要被按立才能去

传讲基督, 或为别人按立. 所有这些观念在新

约使徒的召会中都是不存在的(注: 这些错误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14.php?section=23#23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Act_14.php?section=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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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是在过后的世代, 由人自创的观念, 绝不

是出于圣经). 
 

(d)   有关“按手”的例子和意义 
新约圣经中指出长老是借着按手、祷告并正

式设立开始他们的职分. 保罗在书信中论到有关长老

的教导(提前 5:17-25)时, 曾提到按手, “给人行按手的

礼, 不可急促;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要保守自己清

洁”(提前 5:22). 因此, 保罗(在此很可能是)想到提摩太

借着按手为以弗所人正式设立新的长老. 当然保罗本

身也有许多次的按手, 如他被按手(徒 9:17;  13:3)以及

他按手在别人身上(徒 19:6; 28:8;  提后 1:6), 我们在 
提前 4:14 也看到召会长老也按手在提摩太身上, 打发

他与保罗同工.  
 

早期的基督徒常借着简单公开的仪式, 来设立

或委任某人负起特殊职任(徒 6:6; 13:3;  提前 4:14). 
对于重大事件像设立长老, 一些公开、正式的认可

(指认可新长老)仍是必须的. 在会众面前借着按手祷

告, 正式设立长老象征着新长老职事的开始(编者注: 
但这“实际/实体的按手”在长老身上并非是必要的, 因
“按手”是认同或支持之意, 所以有些召会只用报告或/
和书信通知来设立新长老). 这如同对新任长老说“你
现在正式开始你的职责. 你现在是长老团的一员. 牧
养和照顾群羊的担子落在你和其它长老们的肩上.” 
同时也是对着会众说“这位是新的长老, 负责牧养、

照顾你和你的家(这“家”是指召会).” 因此, 正式的设

立是长老职事的起始点. 更甚的是, 借着按手正式设

立长老也传达了召会对于新长老的认可、祝福、祷

告、承认和交通. 
 

有关按手, 在新约圣经中没有太多的教导(提
前 5:22). 按手不像受浸或擘饼那样有明文指示我们

去做, 也没限定只能由召会的某些人进行(徒 9:17; 
13:3). 所以在特定情况下, 按手准确的意义并不明显. 
但我们却知道早期的基督徒在禁食祷告时有按手(徒
13:3), 因为这对众人都有益处, 也是一种祝福. 虽然如

此, 由于现今“按手礼”的混淆和迷信(误认是赋予能力

的一种方式), 许多召会完全避免实际的按手. 但按手

非常有意义, 它宝贵地显明祝福、赞同和合作的关系. 
若基督徒想要的话, 他们可自由的按手祷告. 但如按

手造成误会或纷争, 就应避免使用. 
 
 
(C.5)  要经过祷告 

最后, “设立长老”这重要决定的所有步骤, 都
必须溶入于耐心的祷告里. 全体召会信徒和领袖都必

须祈祷, 求神赐他们属灵的眼光、引领和公正的判断. 

他们应单单寻求神的旨意和神的拣选, 而不是他们自

己的选择. 神曾对以色列人说: “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 
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何 8:4). 愿神不至对我们说同

样的话. 
 

可悲的是, 太多的召会在拣选、试验长老或执

事人选时, 付出太少的时间和努力. 一位朋友告诉我, 
在他聚会的地方, 牧师一年一次聚集所有会众到地下

室, 当主日晚间聚会结束时, 便拣选长老和执事. 当所

有人都聚集在黑板前时, 执事会的主席就请大家提名

执事人选, 几个名字提出后就立刻投票表决. 新执事

就设立了, 然后牧师宣布会议结束. 整个过程不过半

小时. 没有考量圣经上所说的资格, 没有祷告, 没有时

间去详细考查提名的人选. 对于许多召会, 这仅仅是

想要“替换退休的董事会成员, 保持一定的名额”而已. 
 

欠缺考虑、懒惰

和不祷告, 这样的过程使

召会式微 , 并且贬低长

老、执事的职分. 在评估

一个人是否合适作长老或

执事的事上, 我们必须考

虑周全, 并耐心地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做. 经上清楚的

记载, 不要在仓促或考虑不周的情况下去设立人出任

职分, “给人行按手的礼(注: 原文作“给人按手”, 无
“礼”一词), 不可急促”(提前 5:22). 
 

当一个人被设立为长老后, 只要他持续有渴慕, 
工作上也能尽功用, 并且符合资格, 他就可以一直作

长老. 对长老设立服事任期或限制长老的人数, 都不

符圣经的, 是伤害召会的, 并且贬低长老的职分. 如果

教会里有 8 个人渴慕作长老(提前 3:1), 那长老团就应

该有 8 个人一起运作.  伊利斯(Lawrence R. Eyres)是
长老会的牧师, 也是《教会的长老》一书的作者. 他
根据圣经对限制或限定人数的长老制发出以下的警

告, 他说:  
 

当提名人选多于必须填补的人数时, 就会造

成竞争, 为长老任期设下期限, 或限制在一定

的人数, 这两者做法都有潜在的危险. 设定固

定的长老人数是有危险的先例... 如果有人预

备好作基督召会的长老, 有何(圣经的)规矩说

那人必须退出, 只因另一人也预备好了? 如果

圣灵设立人作长老, 那召会就应该让圣灵所

预备的人来治理.136  

                                                           
136   以上附录三是改编自 斯特劳奇所著, 刘志雄所译

的《按照圣经作长老》, “第十四章: 长老的设立”, 参网址: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5.php?section=22#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5.php?section=22#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5.php?section=22#22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1Ti_3.php?section=1#1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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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 (W. E. Vine) 

预言望楼                                       守望 
 

 
谁是“那拦阻者”? 

 
 
(A) “那拦阻他的” 

使徒保罗在 帖后 2:6-8 说: “现在你们也知

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

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137 只是现

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

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保罗在 帖后 2:6-7 指出, 大罪人还未显露, 

是因为“那拦阻他的”加以钳制其活动, 叫他未能

滥施其暴行 . 究竟“那拦阻他的”或称“那拦阻

者”(the Restrainer, 原意可指“那抑制/压制的”或
“抑制/压制者”)是谁? 竟有如此惊人的能力!  
 
 
(B) 有关“那拦阻者”的几种看法 

马有藻指出,  历代学者对这“拦阻者”是谁

方面, 有不少过 50 多个意见, 其中有将他解作天

使长米迦勒、先知以利亚、使徒保罗、十二使

徒、律法(law)、神的旨意、罗马凯撒、犹太民

族等. 但这些意见漏洞百出, 不值得反驳. 以下几

项是近代学者较多采用的: 
 
1) 有者说这“拦阻者”是罗马

政权或末世的政权(如 F. 
F. Bruce). 但罗马政权已

经过去, 而末世政权在启

示预言下是向神犯弥天大

罪的(意即在“大罪人”[或
称“敌基督”]的操控下是

敌对神的). 
                                                                                                      
html (注: 我们在内容中作一些修饰, 如把“教会”一词改成

更合乎其原意的“召会”, 并在文中加上一些解释为补充). 
137   “不法的隐意”可直译为“不法的奥秘”(KJV: the 
mystery of iniquity; NKJV、Darby、NASB: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有关中“不法的奥秘”, 请参《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神的十二个奥秘五-不法的

奥秘/ . 

2) 有者说这“拦阻者”是任何时代的政权(如 M. 
T. Brauch). 不过, 只要我们看看各处监狱常

遇人满之患, 及社会罪案有增无减, 便可知道

这意见或看法甚难成立. 
3) 有者说这“拦阻者”是指福音的广传或教会的

使命(如《圣经启导本》的注释). 可是, 福音

的力量虽然大, 教会的使命虽然高贵, 但压制

罪行似乎不易成功, 这也不是主耶稣基督交

给教会的使命. 
4) 有者说这“拦阻者”是圣灵(如 D. E. Hiebert、

William MacDonald、赖若瀚、马有藻). 马有

藻评述道: “此说是众见解中最为合理的”(请
参马有藻在下文的解释). 

 
先回到“那拦阻的”是

指谁或指什么 , 范氏(W. E. 
Vine)评论道: “对于这拦阻的

能力(restraining power), 我们

只需提出两个可能的解释 . 
第一, 那拦阻者(the restrainer)
是圣灵, 借着召会来动工; 召
会被提时, 圣灵也会离开, 从
地上取去(仿佛“被除去”)… 第二, 这拦阻的原理

或准则(restraining principle)是已建立的政府体制

(government)... 在任何国家, 当某个已设立的政

府被革命的民众暴徒推翻时, 不法的事便从那控

制它的约束力(restraint)中释放出来, 就如在法国

革命、俄国革命等 ...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

(Bolshevik)时, 暴民无法无天(不法), 漠视神的权

柄, 推翻神所命定的一切治理…”138  
 
对于这“拦阻者”是罗马的政权、末世的政

权或任何时代的政权之说, 我们在上文的(1)和(2)
已给于解释, 说明其可能性不大. 诚如英国的史

密斯(Thomas W. Smith)所指出, 如果罗马政权(政
府势力 )是保罗时代的 “拦阻或抑制之影响

力”(restraining influence), 也要在将来发挥如此的

影响力, 那么“那拦阻的”现今又是什么? (注: 因

                                                           
138   范氏(W. E. Vine)认为保罗在此是以两种方式描述

这“拦阻的能力”(restraining power), 首先是指拦阻的原则或

法则(principle, RV: that which restraineth; Darby: that which 
restrains; 可指国家政府, 包括政府设立的法律或法则), 第
二是指拦阻者(person, RV: one that restraineth; Darby: he 
who restrains; 可指有位格的圣灵, 约 14:26 称圣灵为“He”).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html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神的十二个奥秘五-不法的奥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神的十二个奥秘五-不法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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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acDonald 

为在现今时代, 罗马帝国已经灭国, 而所谓“复兴

的罗马帝国”也还未崛起)  
 
(C) “那拦阻者”分别是指召会和圣灵 

另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 帖后 2:6-7 的“那
拦阻者”分别指的是召会和圣灵. 支持这看法的主

仆威尔逊(T. Ernest Wilson)指出, 有两股力量正压

制着这一章所描述的“不法”之发展状况, 第一是

在地上的真召会, 对正在败坏的情况起了如盐的

防腐作用; 第二是还在地上的圣灵, 居住在召会或

个别信徒心中. 其论据就是这两节的“那拦阻的”
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语法性(gender). 对于这点, 威
尔逊解释说, 帖后 2:6 的“那拦阻他的”在文法上

是“中性”(neuter, KJV: what withholdeth), 召会就

是这个“what”所指的. 帖后 2:7 的“那拦阻的”在文

法上属于“阳性”(masculine; KJV: he who now 
letteth), 而圣灵就是这个“he”所指的. 当召会被提, 
这两股拦阻或压制的力量也就被除去, 而“不法的

人”就会完全显露, 全力敌对神.139 英国的史密斯

(Thomas W. Smith)也持此看法.140 
 
 
(D) “那拦阻者”是指圣灵 

以上解释看似有理, 但笔者和一些圣经学

者却认为, 圣经刻意在这两节用不同语法性来指

“那拦阻的”, 目的就是要更明确地指向“圣灵”  —  
因为圣灵在圣经中有时用“中性”称之, 有时则用

“阳性”. 让我们留意这两处的希腊文法. 帖后 2:6
说“那拦阻他的”, 这词在希腊原文是 to katechon , 
文法上属于“中性”(neuter); 至于 帖后 2:7 的“那
拦阻的”, 其希腊原文是 ho katechôn , 文法上属于

“阳性”(masculine). 以上这两点很有意义. 首先, 
希腊文学者佐德亚特斯(Spiros Zodhiates)解释第

6 节“中性”的 to katechon (那拦阻他的, 或作“制
止者”)是指圣灵, 因圣灵(希腊文: to pneuma )一
词在文法上也属“中性”.  

                                                           
139   T. Ernest Wilson, Mystery Doctrines of the New 
Testament: God’s Sacred Secret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75), 第 107 页. 
140   T. W. Smith, “2 Thessaloni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3),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3), 第 111, 113 页. 弗拉

尼根(Jim. Flanigan)也表示这两个说法各有论据. 他相信圣

灵和召会缺一不可, 两者合一才能发挥拦阻撒但的最大效

力, 而召会恰恰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 2:22). 

接着, 请读者留意释经家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的解释, “那拦阻者”(restrainer)被说成

某一物 (Something, 中性)和某一者 (Someone, 阳
性), 而圣灵在 约14:26、15:26、16:8, 13, 14也被

同时说成是“中性的”【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

和“阳性的” 141【圣灵的人称代名词是“他”, He 
(而非“它”, it ), 其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的”, 故
英文圣经如 KJV 、 NKJV 、 Darby、 NASB 、

ASV、RSV等, 皆正确地将之译为阳性的 He 】, 
例如以下的经文: 
 
1) 约14:26: “…所要差来的圣灵(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 他(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要将一切

的事指教你们” 142 
2) 约15:26: “真理的圣灵(希腊字 pnuema 是中

性); 他(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来了…” 
 

若要不法的人在地

上全面显露, 圣灵必须先被

撤去  —  离开世界.143 这也

意味着召会必须先离开(被
提), 因为所有活着的信徒

都有圣灵永久的内住. 主应

许说: “祂(圣灵)永远与你们

同在”(约 14:16). 神也赐圣

灵给召会信徒作为印记, 圣灵成为我们得救赎(弗
4:30)和得基业的凭据(弗 1:13-14). 当作为“世上

的盐”(太 5:13)的召会和“那拦阻罪恶的”圣灵都

离开世界, 世界就准备好让魔鬼把“不法的人”显
露出来, 带来各种形式的腐败和罪恶【注: 信徒

借圣灵的内住得以成为世上的盐, 而盐是一种防

腐剂, 能防止腐败的扩散】. 
 

马有藻也认为“那拦阻者”是指圣灵. 他解

释道: “拦阻者(希腊文: to katechon ; 中性字, 帖后

                                                           
141   引自马唐纳(W. MacDonald)所著的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rev. ed.), 第 870 页. 
142   可惜在 约 14:26 中, 一些英文圣经如 NIV、TEV、

NRSV 等皆没有译出希腊文 ekeinos 这字的“He”, 反而将之

省略, 不忠于原文(注: 但它们在 约 15:26 皆有译出“he”).  
143   在灾难期间, “那拦阻的”将会被挪去. 赖若瀚解释

“那是指拦阻敌基督势力的圣灵说的; 因为只有圣灵才可以

管制或抗衡敌基督的势力. 若信徒须经过大灾难, 而圣灵仍

住在信徒心中, 圣灵又怎能被挪去?” 赖若瀚著, 《十步释

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420-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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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dmond Hiebert 

 
马有藻 (Denny Ma) 

2:6)是个现在式分词(present participle), 有仍旧存

在之意, 表示圣灵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中(故此, 已
成历史的罗马政权、保罗、律法、十二使徒、

以利亚等的解释, 应被淘汰), 直到大罪人显露的

时间来到(参 帖后 2:6 的“叫他到了他的时候”, 中
文漏译了原文具有的 “他 ”一字 ). 希伯特 (D. 
Edmond Hiebert, 1928-1995)说: ‘正如主耶稣的诞

生要待[等待]时候的满足, 大罪人的显现之时也

是一样, 要待[等待]他的时候来到’ ” 
 
 芬 德 莱 (George G. 
Findlay, 1849-1919)说 : “神
一直容许罪恶横行, 但也拦

阻它泛滥, 直到审判的时间

来到, 神便将其拦阻的力量

撤除.” 这种情况有点像挪亚

的时代, 神对挪亚说: “我的

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创
6:3), 不久洪水便来临. 
 
 马有藻进一步写道: “在地上只有一种力

量能拦阻罪恶泛滥, 那是圣灵的工作, 非人力所

能为(如地上的政权); 再且, 大罪人背后有邪灵的

力量(帖后 2:9), 只有圣灵才可制服他, 到了时候

满足, 这拦阻的(希腊文: ho katechôn ; 阳性字, 帖
后 2:7)便‘从地上走了’(希腊文: ek mesou genetai , 
帖后 2:7, 中文圣经译作‘被除去’, 是错将 genetai 
的‘主动态’译成‘被动态’, 也漏了 ek mesou , 意即

‘离开其中’), 表示圣灵的‘除去’是‘自己离开’(指
自己主动地从地上撤离). 若圣灵与教会是一整体, 
圣灵的离开亦即教会的离开, 也暗示教会的被

提.144 【注: 这情况犹如美军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

全面从阿富汗撤离后 , 回
教极端组织“塔利班”趁虚

而入, 推翻了阿富汗政权, 
不法之事到处丛生】 
 

“教会被提后 ,” 马
有藻补充道, “地上仍有圣

灵的工作 , 只是圣灵内住

                                                           
144   值得留意的是, 帖后 2:3 所谓的“离道反教”(或译: 
离经背道)这一字有“离开”之意, 这里似乎是个对比, 前者

(圣灵撤离/召会被提)的离开是神的工作、是蒙福的, 但后

者(离经反教)的离开是魔鬼的工作, 是受咒诅的背道. 

人心之工作便撤走, 这内住信徒的职事已告一段

落, 但圣灵是永恒的, 祂仍在宇宙及世界间, 继续

其圣工(如旧约时代一般), 叫人为罪、为义、为

审判而归回神.”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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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不法的奥秘”之定义和概念 
 

不法的奥秘是指什么? “不法的奥秘”(KJV: the 
mystery of iniquity)在一些英文译本译作“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NKJV、Darby、NASB). 范氏(W. E. 
Vine)解释道: “不法的奥秘并非指某个神秘的事件, 或
在秘密中进行的事. … ‘不法’(lawless)纯粹是指对神

的律法或人的法律(法规)加以否认或拒绝(repudiation 
of law). 不过, ‘不法的奥秘’如圣经其他的奥秘一样, 
是超越人靠自己所能理解的范围, 是只有透过神的启

示才能知晓的事, 而这‘不法’是撒但和他的跟从者所

设定的计划, 为要推翻神的治理. 这位空中掌权者的

首领(撒但)‘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弗 2:2), 为要

叫人离弃神, 拒绝接受祂所启示的旨意和道路. 他的

目的是要把神排斥在外, 将基督废位, 高举他所控制

的人取代神的地位.”146 这样的运动早在巴别塔就开始

了. 启示录 12 和 13 章进一步告诉我们, 魔鬼撒但的计

划和运动将要在七年灾难时期达到顶峰. 
 
范氏提醒我们留意两件事. 首先, “不法”不一

定产生混乱或杂乱无序, 例如在“大罪人”的铁腕统治

下, 是有高度组织和管控, 行政井然有序. 第二, 即使

执行宗教传道事务, 若拒绝或违背神借着祂话语所显

明的旨意, 也可算为“不法”; 例如论到那些不遵行天父

旨意的人, 主耶稣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
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祢的名传道, 奉祢的名赶鬼, 奉
祢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

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太
7:22-23) 请留意, 这节“作恶”的“恶”(iniquity)一词在希

腊原文竟然是 anomia {G:458}, 与 帖后 2:7 的“不法”
是同一个字. 换言之, “不法”包括不理或漠视神的旨意. 
尽管人执行看似虔诚或属灵的宗教传道事务, 若漠视

或违背神的旨意, 也算为不法.147  
 
                                                           
145   马有藻著, 《分解真理的道 — 新约困语诠释》(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2 年), 第 275-276 页. 
146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4)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5), 第 316 页. 
147   以上附录一摘自《家信》的文章 , 请上网参阅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神的十二个奥秘五-不法的

奥秘/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神的十二个奥秘五-不法的奥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神的十二个奥秘五-不法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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